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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復活的生命：基督門徒轉化中的生命 
 
  棕枝主日是記念主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城，接受群眾夾道歡迎的一天，也是救主踏
上十字架苦路的開始；更是耶穌在世最後一星期的日子。正如他早前對門徒說：「人
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第三天復活。」(可 8:31) 
這星期在教會年曆被稱為聖週/受難週。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
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12:24) 植物要繁衍生長，其種子必需經過腐爛，
新芽才能長出；耶穌在這裡指向的是基督徒舊有的、帶罪的生命必須死去，與復活主
聯合的新生命才能長出，也就是保羅所言「成為新人」的真理(林後 5:17)。這與耶穌
死後三天復活的事情不一樣 (耶穌基督乃是回復神子的樣式)，但作為基督徒，我們
仍困在罪身之中，仍活在罪惡的世界裡。因此，要讓復活主的生命在我們身上活出來，
就需要一個轉化、蛻變的過程。如同醜陋的毛蟲要長成美麗的蝴蝶，牠必須經過蛻變
的過程 (metamorphosis-變形及變質)；可是，復活主的生命除了讓我們在生命的質上
會帶來變化外，還會在「量」方面帶來果效：結出許多子粒來。 
 
  聖靈的同在帶來的果實就是生命優良的素質 (加 6:22)。內在生命充滿的喜樂、
信心的確會美化我們的外貌，而復活生命的蛻變不單讓個體能活得美滿，更能令其身
旁的人認識到三一永恆神。這就是主耶穌所言：「結出許多子粒來！」 
 
  當然，一個生命成長的過程，當中少不了掙扎，就是與罪惡和自我的鬥爭；但我
仍深信主的應許，說：「你們要完全，像我天父完全一樣。」(太 5:48) 有報導說，剛
離世的偉大科學家霍金生前努力對抗頑疾「漸凍人症」，其大半生身體被「禁錮」在
輪椅之上，思想卻從未受限！基督徒的情況也相似，我們受限的肉身仍「禁錮」在罪
惡的世界中，可是我們卻可以隨時依靠大能者聖靈，讓復活主的生命在我們裡面不斷
更新、長成、外顯！ 
 
  永活的耶穌基督仍持續與我們分享著祂勝利的生命，仍引導我們，保護我們的
心、身、靈；不論我們在世的日子如何，祂必完善所承諾的：我來了，是要叫人得豐
盛平安的生命！(約 10:10) 
 
耶穌為我們的罪親身掛在木頭上，我們要仔細思想。 
耶穌為全人類擔當了痛苦，因祂受的刑罰使我們得平安。 
昔日過路的人，以冷漠的態度觀看，求主賜我們敏銳的心，回應上主大愛。 
因主的十架光照我們，使我們明白苦難的意義，使我們知道如何與耶穌一同受苦。 
「聖週禱文二」《普天頌讚》#224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棕枝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王騎驢進城 (普天頌讚 225 首) ............................ 眾  立 

3) 萬王之王，萬有主，我要高歌慶祝， 

祢是萬主的主宰，因祢大愛歡呼！ 

雀躍舞蹈獻新歌，隨敬拜列隊進行。 

祢是我喜樂歡欣，祢是我一生力量！ ** 

** 你當昂首，古舊門戶！榮耀之君！歡迎進居。 

君王何許？得此華冠？祂名萬有全能上主！ 

3. 宣召 ...................... 詩篇 118 篇 21-23, 29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應：匠人所丟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啟：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 

應：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4. 讚美 ................................. 無量榮光 (普天頌讚 230 首) .............................. 眾  立 

   ** 無量榮光與讚美都歸救世之君， 

 當年兒童的歌唇：“和撒那”歌聲震。 

詩班：1) 君尊大衞的後裔，以色列大君王， 

 奉主聖名今來臨，當受萬民讚揚。  ** 

詩班：2) 往昔夾道的人羣迎主歡拂棕枝； 

 今日眾心同獻奉讚美、禱告、頌辭。 ** 

   3) 當天基督受難前，他們讚美、歌唱； 

 今日主升至高處，我們歡欣頌揚。  ** 

   4) 慈悲之主滿恩憫，始創一切美善， 

 喜悦往昔民稱頌，今懇收納歌讚。  **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十架光芒 (普天頌讚 242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50 章 4-9 上節 .................................. 眾  坐 

腓立比書 2 章 5-11 節 

8. 獻詩 ................................. 惟遵父旨 (普天頌讚 243 首) .............................. 詩  班 

9. 奉獻 ...................... 請看上主—義僕君王 (普天頌讚 237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13 章 1-7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愛到底的服侍 ........................................... 眾  坐 

12. 回應 ................................. 奇妙大愛 (普天頌讚 240 首) .............................. 眾  立 

1) 何等奇妙大愛，我的心，我的心； 

何等奇妙大愛，我的心；何等奇妙大愛， 

使那萬福之主甘受毀謗、咒詛，救我靈， 

救我靈，甘受毀謗、咒詛，救我靈。 



 

 

2) 何等奇妙大愛，我的心，我的心； 

何等奇妙大愛，我的心；何等奇妙大愛， 

使那生命之主甘願放下冠冕，救我靈， 

救我靈，甘願放下冠冕，救我靈。 (間奏) 

3) 向上主並羔羊，我歌唱，我歌唱； 

向上主並羔羊，我歌唱；向上主並羔羊— 

那自有、永有主—千萬人同頌揚，我歌唱， 

我歌唱，千萬人同頌揚，我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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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觀塘堂堂主任周弘毅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創世記 24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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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7 年至 2018 年度奉獻收據截數日定為今日(下午 1:00 前)，往後所收的

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 

5) 新一批拍卡已辦理妥當，煩請已申請的弟兄姊妹於崇拜前後向幹事索取。 

6) 2018 年藍田堂記念主受苦的聚會如下： 

3 月 30 日晚上 6:00 至 7:00 默想祈禱會，同日晚上 7:30 至 9:30 聖餐崇拜。 

4 月 1 日早、午堂復活節崇拜(兒青成合一崇拜)，主日學及兒童詩班練習

暫停。 

請肢體預備心依時出席，默念主恩！ 

7) 3 月 31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8) 2018 年神學主日學將於 5 月逢星期四晚上 7:45 至 9:45 於本堂舉行，題目

為「馬太釋讀」(共 5 堂)，由信義宗神學院黃漢輝博士任教，歡迎弟兄姊

妹報讀及參閱海報有關詳情。 

9) 孔啟源傳道已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向本堂請辭，並於 2018 年 4 月 15 日

正式離任，孔先生將由 3 月 26 日起作離職前休假。感謝孔先生一直以來

對弟兄姊妹的牧養，求主引領他往後的事奉。 

10) 藍田堂現須招聘三位傳道人，分別牧養家庭團契、婦女團契、男士團契，

策劃推動基督教教育，及聖樂事工。弟兄姊妹如有適合人選，請推薦予藍

田堂。 

11) 會友區贊容姊妹安息禮定於 3 月 28 日晚上 8:00 在沙田寶福紀念館 4B 妙

廣堂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5. 殿樂 ........ Marche de Procession by Alexandre Guilmant 1837-1911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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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周弘毅牧師 周弘毅牧師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陳永祐弟兄 陳永祐弟兄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陳朝發弟兄 林恩庭姊妹 甄志賢弟兄 陳　諾弟兄 連卓欣弟兄 陳　諾弟兄 彭秀群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張潔綾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何艷愛姊妹 區惠娟姊妹 張元娜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譚富霖弟兄 呂玉潔姊妹 李麗梅姊妹 林碧蓮姊妹 葉蔓菲姊妹 賴文湘姊妹 邱頌詩姊妹 丘嘉敏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戴志遠弟兄 黃香娣姊妹 劉嘉敏姊妹 李德恩弟兄 曾偉珩弟兄 楊彼得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蔡加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林殷宏執事 陳喜洋弟兄 黃永賢弟兄 陳卓恩姊妹 陳國榮弟兄 楊芷瑩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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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主日（白／金）(4月1日) 聖餐棕枝主日（紅）(3月25日) 

本月累積奉獻: $515,567  (包括發展及購堂: $49,300) 上週奉獻總數: $14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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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維天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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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2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83,257         500,693    4,500        8,298       3,220        3,948       62,598          

現金支出 531,782         474,922    3,000        2,484       3,000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51,475           25,771      1,500        5,814       220           (1,052)      19,222          

固定資產 14,988,913    322,559    -                -               -                -               14,666,355   

銀行及現金結餘 2,181,400      409,053    476,385    901,272   51,020      (677)         344,348        

其他資產 77,600           20,000      -                -               57,600      -               -                    

按揭貸款 (2,969,866)    -                -                -               -                -               (2,969,866)    

其他負債 (146,634)       (146,634)   -                -               -                -               -                    
淨資產 14,131,413    604,977    476,385    901,272   108,620    (677)         12,040,837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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