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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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系列(三) : 復活主燃點人的生命 
 

  四卷福音書之中記述主耶穌復活之後向人顯現事蹟，就有十六處經文記載主耶

穌在禮拜日顯現，而復活主顯現的地點有六次之多在耶路撒冷，另一次就在以馬忤斯

路上。而這一次復活主在以馬忤斯路上主動走近兩位門徒就只有 (路 24:13-35)較為詳

細記述。因此從(路 24:13-35)敘述復活主是在那兩位門徒往以馬忤斯的一個村莊途中

向他們顯現，可是兩位門徒因心眼蒙蔽而認不出復活主來，從他們與主耶穌的一段對

話之中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為甚麼會心眼蒙蔽認不出主來，因為他們一路以來對主耶

穌的認知出現偏差 ; 可以從他們在路上談論主耶穌被祭司及官長處死和釘上十字架

的往事而略知一二，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以為主耶穌已死去及屍首不見，就代表他們

心目中的彌賽亞救贖主已軟弱死去，未能拯救以色列民，所以他們對於主耶穌的死和

屍首不見的空墳墓而感到失望非常 ! 皆因在這兩位門徒信仰生命中，已被錯誤理解

主的觀念和對主不信之心蒙蔽了眼睛，而認不出復活主來。 

 

  不過復活主的大能就藉著與他們講解整部舊約聖經 ; 由摩西至先知的經卷重述

一遍，與及和他們共進聖餐擘餅之後，兩位門徒就被主的真理及聖禮而打開心靈眼

睛，並經過擘餅之後終可認得出一直與他們同行談道的就是已經復活的主 !  

 

  所以這兩位門徒對主認識不足和信心不足的經驗，也影響著他們對復活主失去

了盼望，可是主耶穌勝過死亡又復活的顯現，卻證明祂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並能

長遠活著與人同在的神。因此在我們信仰成長旅途上，我們總會出現過對主認識不

足、信心不足、靈性蒙蔽、對主及對人感到失望的時候。但是復活主的大能，可以將

我們在信仰生命失望盡頭轉化為盼望泉源，讓我們透過主的走近、向我們啟示祂的真

理和在聖餐中的相遇，認出主在介入我們各個靈性生活層面中，並更新改變我們放下

舊人的行為和樣式，然後穿上那照主行為和樣式 ; 有真理、仁義和聖潔的新人，繼

續成為一位以見證主同在的生命門徒。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八年四月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節期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33 篇 1-3 節 ....................................... 眾  立 

啟：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應：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合：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 
  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3. 讚美 ................................. 福音大能 (普天頌讚 275 首) .............................. 眾  立 

   1) 幽暗消散，白日已臨，天國後嗣奮起同顯曙輝光明！ 
 毒鈎、權勢—死亡—敗退，神應許的新事完備成全， 
 唱阿利路亞！天地歌交匯！ 
   2) 仰瞻寶架，看主空墳！皆歡慶上主恩：愚拙竟能救拯。 
 神子無罪釘作罪犯，倚靠上主大能復生顯現， 
 唱阿利路亞！遍地當傳揚！ 
詩班：3) 紅日青草，生機發旺！上帝愛人何深！嶄新時代開創。 
 羣生整裝歡迎嘉賓，離開墳墓身披明光衣袍， 
 唱阿利路亞！恩澤蔭萬民！ 
   4) 重拾信仰，和平終現：因主已解綑鎖，權柄止息刀劍， 
 仇憎妒恨不再橫行；榮凱得勝主愛賜新希望， 
 唱阿利路亞！愛已闢新徑！ 
   5) “神國降臨！”我王宣諭，公義、喜樂顯彰篤信基督之處， 
 離棄舊日僵化信仰，重新進發光明路徑，歌唇 
 唱“阿利路亞，主前導率領！” (間奏) 
   6) 鑼鼓響應，歌聲紛競，歡欣讚頌救主，神公義今得勝， 
 同聲在主基督愛裏聯結四方主內蒙福信眾， 
 唱阿利路亞！基督獨一主！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基督衝開死綑鎖 (普天頌讚 277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使徒行傳 4 章 32-35 節 ................................... 眾  坐 

約翰一書 1 章 1 節至 2 章 2 節 

7. 獻詩 ...............................被棄者蒙恩 (普天頌讚 276 首) ............................ 詩  班 

8. 奉獻 .......................................... Carol in E Minor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使徒行傳 4 章 32-37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為主見證的羣體 ......................................... 眾  坐 

11. 回應 ................................. 天國福音 (普天頌讚 516 首) .............................. 眾  立 

1) 當耶穌來世傳揚天國福音，以慈愛顯大能，發邀請： 
殘疾得痊癒，身心重得安康，甚至污鬼也服祂權柄； 
但祂揀選一些信實可靠的人與祂開展、分擔，啟事奉— 
看，耶穌來世傳揚天國福音，賞賜恩福與虛心信眾。 

2) 自耶穌來世傳揚天國福音，真道改變生命，使更新， 
多人嘗主喜樂，內心得釋放，願順服，彰主愛，獻己身。 
只要堅定相信，跟隨主不懷疑，滿盼望、不以福音為恥， 
實踐憐憫、公義，存謙卑的心，效主順服誡命，謹遵依。 (間奏) 



 

 

3) 主耶穌今仍傳揚天國福音，除去世上恐懼與病態， 
福音廣泛開展如麵團發起，藉着愛顯大能，喚歸來。 
應當忠貞不移，殷勤所託使命，如昔建立基督主教會， 
但願耶穌真光耀照全世界，賜力恩助，差遣眾卑微。 

12. 公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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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興華堂陸家偉傳道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創世記 38 至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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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8 年 4 月 29 日開始，上課時

間上午 10:30-11:15，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下主日開始報讀。 

科目名稱 導師 

新約概論 陳麗樟姑娘 

教會歷史 麥志成牧師 

初中主日學 李芷珊姊妹、林恩庭姊妹、劉皓然弟兄 

反敗為勝（書、士、撒上） 梁小儀姊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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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年度的事奉人員退修會定於 5 月 22 日於本堂舉行，誠邀所有參與事奉

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留意相關海報。4 月 15 日開始報名。 

7)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將於 2018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

舉行，現正招募義工，弟兄姊妹可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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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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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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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麥牧師於 4 月 6 至 8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12) 公禱事項： 

 求主在這末世中掌權，各國領袖尊主為大，放下自私自大的心愛護人

民，為貧苦大眾生活著想使社會公平、公義； 

 為藍田堂請教牧同工禱告，求主親自揀選合用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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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Now thank we all our God By Max Reger 齊來謝主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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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陸家偉先生 陸家偉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林湛基弟兄 柯綽瑤姊妹 葉佩鈴姊妹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黃佩貞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楊穎君執事 陳卓恩姊妹 楊穎君執事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招待: 陳惠霞姊妹 黃瑞玲姊妹 梁淑敏姊妹 張慧清姊妹 何艷愛姊妹 高燕麗姊妹 葉翠蓮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陳景安弟兄 李翠碧姊妹 黃家成弟兄 黃菁菁姊妹 朱月萍姊妹 鄧愛賢姊妹 羅志威弟兄 文玉玲姊妹

當值: 馬君蕙姊妹 區惠娟姊妹 朱麗麗姊妹 張金生弟兄 王月珊姊妹 温麗儀姊妹 丘嘉敏姊妹 呂君達弟兄

影音: 陳永祐弟兄 梁睿熙弟兄 黃曉媚姊妹 林溢謙弟兄 曾慶基弟兄 鍾穎嵐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穎心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陳可媚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葉玉娥姊妹 梁銘章弟兄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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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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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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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何艷愛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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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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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期第三主日（白／金）(4月15日) 復活節期第二主日（白／金）(4月8日) 

本月累積奉獻: $123,705  (包括發展及購堂: $11,300) 上週奉獻總數: $12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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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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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