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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青成聯合崇拜 （復活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基督捨命十架上 (崇拜短頌集 56 頁) .................... 眾  立 

哈利路亞，基督捨命十架上，由死復生，死亡毒勾不能再施展權能。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必與你們同在，從今到永遠，從今到永遠。哈利路亞。 

3. 宣召 ......................... 以賽亞書 25 篇 6-9 節 (舊約 1033 頁) ....................... 眾  立 

合：9 到那日，人必說： 

「看哪，這是我們的神，我們向來等候他，他必拯救我們。 

這是耶和華，我們向來等候他，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4. 讚美 ................................. 戰爭完畢 (生命聖詩 139 首) .............................. 眾  立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1 戰爭完畢，奮鬬告終，生命之主已建奇功， 

 凱歌始唱，聲震天空；哈利路亞！ ** 

2 死亡權威，猖狂無雙，基督得勝，死權敗亡， 

 高聲歡呼，齊來歌唱；哈利路亞！ ** 

3 三天哀傷，轉瞬已過，得勝君王，由死復活， 

 主首加冕，光輝閃爍；哈利路亞！ ** 

4 地獄之門，主已封閉，天堂之門，主已敞開， 

 高聲讚美，歡然奏凱；哈利路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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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慶賀主復活 (生命聖詩 131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118 篇 1-2、14-24 節 (舊約 884 頁) .................... 眾  坐 

使徒行傳 10 章 34-43 節 (新約 196 頁) 

8. 獻詩 ............................. 基督復生 (A&O 合唱集一 34 頁) .......................... 詩  班 

9. 奉獻 ..................... 昔在、今在、永存基督 (普天頌讚 270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12 章 20-26 節 (新約 162 頁) ...................... 眾  坐 

11. 信息 .................................................. 一粒麥子 ............................................... 眾  坐 

 



 

 

12. 回應 .................................... 主活著 (生命聖詩 413 首)................................. 眾  立 

1 我所事奉復活主，祂今在世活著， 

 我知道祂確活著，不管人怎麼說， 

 我見祂手施憐憫，聽聞祂安慰聲， 

 每次當我需求祂，總必答應。 ** 

2 在我所處環境中，主愛常在我旁，` 

 我雖有時心煩惱，但卻永不失望， 

 我知救主引領我，衝破暴風狂濤， 

 一日我主必再來，大顯榮耀。 **  （間奏） 

3 歡欣，聖徒當歡欣，大家高聲讚揚， 

 不息的“哈利路亞”，歸於基督我王， 

 尋祂的人有盼望，祈求者得幫助， 

 無人有祂的愛心，仁慈，善良。 ** 

** 基督，耶穌，今天仍然活著， 

 祂與我談，祂伴我走，生命窄路同過。 

 基督，耶穌，救恩臨到萬邦， 

 若問我怎知祂活著，祂活在我心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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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歷代志下 9 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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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晚查經祈禱會，已開始查箴言書，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4) 4 月 22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5)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奉獻之收據將於 4 月 28 日起派發給弟兄姊妹。 

6) 本年度的事奉人員退修會定於 5 月 1 日於本堂舉行，主題為「佈道-生活

化」，誠邀所有參與事奉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留意海報有關詳情，現

開始報名，截止日期為 4 月 28 日。 

7) 2019 年神學主日學將於 5 月 2 日開始，逢星期四晚上 7:45 至 9:30 於本

堂舉行。課程名稱是「解構啟示錄」，共 5 堂，由黃漢輝博士(信義宗神學

院新約副教授)任教。已報名的弟兄姊妹請留意出席。 

8) 會友彭熾弟兄安息禮定於 5 月 4 日早上 10:30 在諸聖堂舉行，求主安慰其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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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Prelude on ‘St Albinus’ ................................... 眾  坐 

(‘Jesus lives! thy terrors now’) Alec Rowley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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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余月娥姊妹 余月娥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甄志賢弟兄 柯綽瑤姊妹 鄧民亮弟兄 林恩庭姊妹 連卓鴻弟兄 林恩庭姊妹 朱麗麗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朱天諾姊妹 林溢輝弟兄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梁銘章弟兄 林燕芬姊妹 黎美滿姊妹 黃菁菁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鄭穎儀姊妹 謝月芬姊妹 陳詩韻姊妹 辛列卿姊妹 何惠敏姊妹 方子仁弟兄 莫綺湘姊妹

當值: 林景輝弟兄 朱麗程姊妹 林禮標弟兄 曾建恆弟兄 曾偉珩弟兄 麥永佳姊妹 古海劍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影音: 李建業弟兄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弟兄 陳喜洋弟兄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呂進雄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陳貽添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潘燕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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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　- -　-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　- -　- 林洛琛弟兄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　- -　- 梁穎童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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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笑歡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復活節期第二主日（白／金）(4月28日) 復活節主日（白／金）(4月21日) 

本月累積奉獻: $376,998  (包括發展及購堂: $27,200) 上週奉獻總數: $240,149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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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3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2,416,633       1,243,221      1,090,197 8,280        12,148     24,898      107,698        

現金支出 1,844,523       535,635         480,110    1,000        -               11,000      43,525          

現金流入/(流出) 572,110          707,586         610,087    7,280        12,148     13,898      64,173          

固定資產 14,644,319     14,644,319    504,389    -                -               -                14,139,930   

銀行及現金結餘 2,888,794       2,888,794      793,435    557,081    943,647   74,759      519,872        

其他資產 70,857            70,857           27,657      -                -               43,200      -                    

按揭貸款 (2,469,003)     (2,469,003)    -                -                -               -                (2,469,003)    

其他負債 (835,560)        (835,560)       (801,960)   -                -               -                (33,600)         
淨資產 14,299,407     14,299,407    523,521    557,081    943,647   117,959    12,15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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