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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 你神所眷顧的； 

 從歲首到年終， 

 耶和華－ 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申命記 11 章 12 節)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新春崇拜（預苦期第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90 篇 1, 12, 17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應：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 

合：願主—我們神的恩寵歸於我們身上。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3. 讚美 .......................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美樂頌 28 首) ..................... 眾  立 

1)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用我口，向人傳講，祢大信實，祢大信實， 

用我口，向人傳講，祢大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2)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祂奇妙大作為。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 

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我主信實， 

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4. 祈禱 ................................. 新年祝禱 (普天頌讚 332 首) .............................. 眾  立 

啟：永恆的父神，祢差祢的兒子為人而生，住在我們中間， 

應：使我們因祂重生，得新生命。 

啟：求祢以祢偉大救恩的喜樂充滿我們， 

應：使我們領受祢的恩福開始新的一年； 

啟：求祢保守我們在祢的喜悦和恩眷中前行， 

應：使我們一生在世活出上主兒女的樣式。 

合：藉主耶穌基督，祂與祢和聖靈一同活着，一同掌權，永為獨一上主。 

  阿們。 

5. 歌頌 .................................. 耶穌賜平安 (美樂頌 6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21 篇 1-8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腓立比書 4 章 4-13 節 

7. 獻詩 ................................. 大地音韻飄 (美樂頌 196 首) .............................. 聯合詩班 

8. 奉獻 ................................... 主賜福你 (美樂頌 201 首)................................. 眾  坐 

9. 執事新春分享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5 章 3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有福了 ................................................. 眾  坐 

 



 

 

12. 回應 ........................ 主，我願忠心於祢 (生命聖詩 348 首) ...................... 眾  立 

1) 主，我願忠心於祢，賜我能力，賜我能力， 

主，我願與祢同行，時刻不息，時刻不息。 ** 

3) 我每日要如此行，祢意必遵，祢意必遵， 

惟獨耶穌，惟有祢，充滿我心，充滿我心。 ** 

** 我願跟祢腳踪行，遵祢命令，遵祢命令； 

道路上若遇荊棘，導我前行，前行。 

13. 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2 月 19 日(一)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3) 今日兒青成合一崇拜，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練習暫停。 

4) 執事會於 2 月 22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賜

智慧商討聖工。 

5) 2 月 24 日(六) 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題目：「誰是你的護心天使?」，講

員：余德淳博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赴會。是日所

有團契參加佈道會。 

6)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羅馬書 5 至 11 章。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7) 凡恆常參與本堂崇拜滿 6 個月的弟兄姊妹，可申請電腦拍卡，請將費用

$10 連同近照一張交回辦公室幹事(相片後請寫上中文姓名及作密碼用之

8 位數字)。新一批拍卡於今天接受申請，並可於 4 月初領取。 

8) 查經祈禱會由 2 月 13 日起查考希伯來書。 

9) 教育部於 3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日)上午 10:30 開辦「福音研經課程(I)」，

由郭小姬姊妹任教，歡迎初信者及對福音信仰感興趣之朋友參與，弟兄姊

妹請參海報有關詳情。 

10)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11 日下午開始，凡有意於 5 月 20 日洗禮者

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11) 會友梁銘章弟兄父親梁樹於 2 月 8 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家人。 

12) 朱美儀姑娘於 2 月 21 至 23 日放假。 

14. 三一頌、祝福 (同應阿們) ............................................................................ 眾  立 

15. 堂慶月詩 ................ 永恆之君，求前導 (生命聖詩 379 首) ...................... 眾  立 

3) 永恆之君，求前導，我眾毫無憂驚，何處主聖容顯現，歡樂就如黎明， 

輝煌十架高高擧，光照我們旅程，華冠等待得勝者，懇求真神引領。 

 

 

默禱、散會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林禮標弟兄 林禮標弟兄

讀經: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黃翰濤弟兄 周　溢弟兄 李燕怡執事 周　溢弟兄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周　悠姊妹 葉海婷姊妹 周　悠姊妹 葉海婷姊妹

招待: 黃瑞玲姊妹 陳惠霞姊妹 林碧蓮姊妹 康　全弟兄 林瑞馨姊妹 何艷愛姊妹 張元娜姊妹 黃盛霞姊妹

司事: 鄭穎儀姊妹 黎蓮妹姊妹 譚慧冰姊妹 黃佩貞姊妹 譚富霖弟兄 蔡月媚姊妹 温寶儀姊妹 莫雪貞姊妹

當值: 麥永佳姊妹 孔憲榮弟兄 丘嘉敏姊妹 馬志國弟兄 呂幹雄弟兄 林景輝弟兄 彭秀群姊妹 招楚筠姊妹

影音: 葉蔓菲姊妹 周　溢弟兄 吳兆隆弟兄 楊芷瑩姊妹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劉焯凡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陳可媚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林義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劉卓曈小朋友 陳曉晴姊妹

司事: 周旨亮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鄧美葆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盧美玉姊妹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二主日（紫）(2月25日) 新春崇拜（預苦期第一主日）（紫）（2月18日）

本月累積奉獻: $339,920  (包括發展及購堂: $44,187) 上週奉獻總數: $151,846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何晉輝弟兄、張淑敏姊妹、楊妙玲姊妹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