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麥志成牧師 

傳道：  尚佩冰牧師、孔啟源先生、陳志輝先生、朱美儀姑娘、陳麗樟姑娘、 

     麥呂曼珍師母（義務）、劉麗梅姑娘（部份時間） 

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加入通訊錄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他不在這裡，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 

（太 28:6 上） 
 

 

 

 



 

 

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兒青成合一崇拜（復活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阿利路亞 (普天頌讚 828 首) .............................. 眾  立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3. 宣召 ..................................... 詩篇 118 篇 1, 21-24 節 ................................... 眾  立 

啟：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應：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啟：匠人所丟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應：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 

合：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4. 讚美 ...............................稱謝復活主 (普天頌讚 273 首) ............................ 眾  立 

   **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向復活主稱謝！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頌讚歸主名！ 

詩班：1) 耶穌是天地創造主，基督是萬有的君王。  ** 

   2) 向萬人宣揚大喜訊：基督受死，復活得勝！ ** 

   3) 我若和祂一同釘死，必同復活，生命永恆。 ** 

   4) 讓我們歌頌永活神，一同歡欣讚美救主。  ** 

5. 祈禱 ...... 復活主日、復活節期禱文 (禱文二) (普天頌讚 263、282 首) ... 眾  立 

啟：阿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祂真的復活了！ 

  耶穌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祂曾活在人類之中，曾受死， 

  現在卻永永遠遠地活着，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應：耶穌已驅除我們心中一切疑惑與懼怕。 

  讓我們全心全意地信靠祂。 

啟：求主使我們與耶穌一同在復活的道途上行走。 

應：主啊，引領我們！ 

啟：使我們時常思念天上的事情，並以開敞的心懷容納別人。 

應：主啊，教導我們！阿們。 

6. 歌頌 ...........................基督復生永掌權 (普天頌讚 281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25 章 6-9 節 .................................... 眾  坐 

馬可福音 16 章 1-8 節 

8. 獻詩 ...............................述説真神大能 (上主聖民 4 頁) ............................ 詩  班 

9. 奉獻 ......................................... Thine be the glory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腓立比書 2 章 5-8 節、3 章 8-11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效法復活主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Ave verum corpus 聖體頌 ................................. 眾  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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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創世記 31 至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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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月 2 和 5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4) 兒童部於 4 月 29 日至 6 月 24 日上午 10:30 在本堂開辦「兒童主日學師資

培訓課程」，由兩位客席講員及本堂資深教師授課，歡迎各兒童主日學正

教、助教及有志事奉肢體參加，請參閱海報及報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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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因更換了聖經和合本修訂版，會眾可於圖書閣自由領取舊版聖經，數量不

限。 

7) 麥師母於 4 月 2 日至 24 日往加拿大探親，並邀請黃逸子姊妹代為指揮兒

童及成人詩班，請肢體記念。 

8) 麥牧師於 4 月 6 至 8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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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讚美全能神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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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陸家偉先生 陸家偉先生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陳　諾弟兄 連卓欣弟兄 陳　諾弟兄 彭秀群姊妹 柯綽瑤姊妹 林湛基弟兄 柯綽瑤姊妹 葉佩鈴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陳卓恩姊妹 楊穎君執事 陳卓恩姊妹 楊穎君執事

招待: 何艷愛姊妹 區惠娟姊妹 張元娜姊妹 周潔頤姊妹 陳惠霞姊妹 楊妙玲姊妹 梁淑敏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葉蔓菲姊妹 賴文湘姊妹 邱頌詩姊妹 丘嘉敏姊妹 陳景安弟兄 李翠碧姊妹 黃家成弟兄 黃菁菁姊妹

當值: 李德恩弟兄 曾偉珩弟兄 楊彼得弟兄 余穎欣姊妹 馬君蕙姊妹 區惠娟姊妹 朱麗麗姊妹 張金生弟兄

影音: 黃永賢弟兄 陳卓恩姊妹 陳國榮弟兄 楊芷瑩姊妹 陳永祐弟兄 梁睿熙弟兄 黃曉媚姊妹 林溢謙弟兄

執事: 王偉樂執事 李婉貞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趙惠蘭姊妹 吳綺薇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盧穎君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司事: 陳廸晞小朋友 馬曉詠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朱美儀姑娘

喜樂: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二主日（白／金）(4月8日) 復活節主日（白／金）(4月1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968,214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8,300) 上週奉獻總數: $45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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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儀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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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