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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三主日 (紫)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142 篇 5-7 節 (舊約 910 頁) 眾立 

5 耶和華啊，我曾向你哀求。我說： 
「你是我的避難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6 求你留心聽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極卑微之地； 

求你救我脫離迫害我的人，因為他們比我強盛。 
7 求你從被囚之地領我出來，我好頌揚你的名。 

義人必環繞我，因為你用厚恩待我。 

3. 讚美：主十架下 (生命聖詩 121 首) 眾立 

1 在主耶穌十架下，我願站立堅定， 
 如酷熱天遠行辛苦，進入磐石蔭影； 
 如曠野中欣逢居所，長途喜見涼亭； 
 到此得釋肩頭重擔，養力奔赴前程。 
2 在主耶穌十架下，我常抬頭仰望， 
 彷見救主受苦慘狀，為我忍受死亡； 
 熱淚滿眶寸心如裂，內心反覆思量： 
 思量我身不配受恩，思量主愛非常。 
3 我願在主十架下，為我定居之鄉， 
 我不尋求其他光輝，只求主面慈光； 
 甘願撇下世界虛榮，得失不再計較， 
 我將己罪看為羞恥，十架為我榮耀。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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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主在十架 (生命聖詩 119 首) 眾坐 

1 我主為何流出寶血，願意忍受死亡， 

甘願代替卑微的我，遍歷痛苦悲愴？ 

2 救主是否為我罪愆，被釘十架受害？ 

無限慈憐，無限恩典，無窮無邊的愛。 

3 當創造主，耶穌基督，為眾罪人殉亡， 

太陽隱藏不忍觀看，天地昏暗無光。 

4 縱我盡流傷心眼淚，難報救主大愛， 

惟獻自己身心與主，一生永不更改。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42 章 14-21 節 (舊約 1065 頁) 

14 我許久閉口不言，沉默不語； 

現在我要像臨產的婦人，大聲喊叫，呼吸急促而喘氣。 

15 我要使大小山岡變為荒蕪，使其上的花草都枯乾； 

我要使江河變為沙洲，使水池盡都乾涸。 

16 我要引導盲人行他們所不認識的道， 

引領他們走他們未曾走過的路； 

我在他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平直。 

這些事我都要做，並不離棄他們。 

17 但那倚靠雕刻的偶像，對鑄造的偶像說： 

「你是我們的神明」；這種人要退後，大大蒙羞。 

18 你們這耳聾的，聽吧！你們這眼瞎的，看吧， 

使你們得以看見！ 

19 誰比我的僕人眼瞎呢？誰比我所差遣的使者耳聾呢？ 

誰瞎眼像那獻身給我的人？誰瞎眼像耶和華的僕人呢？ 

20 看見許多事卻不領會，耳朵開通卻聽不見。 

21 耶和華因自己的公義，樂意使律法為大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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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5 章 8-14 節 (新約 297 頁) 

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 

行事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 — 

9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義、誠實。 

10 總要察驗甚麼是主所喜悅的事。 

11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可參與，倒要把這種事揭發出來。 

12 因為，他們暗中所做的，就是連提起來都是可恥的。 

13 凡被光所照明的都顯露出來， 

14 因為使一切顯露出來的就是光。所以有話說： 

「你這睡著的人醒過來吧！要從死人中復活， 

基督要光照你了。」 

7. 回應 (奉獻)：救主受難 (生命聖詩 118 首) 眾坐 

 (奉獻指引)         (奉獻資料上傳 Google表格) 

8.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15 章 21-28 節 (新約 26 頁) 眾坐 

21 耶穌離開那裏，退到推羅、西頓境內。 
22 有一個迦南婦人從那地方出來，喊著說： 
 「主啊，大衛之子，可憐我！我女兒被鬼纏得很苦。」 
23 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他說： 
 「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她走吧。」 
24 耶穌回答：「我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25 那婦人來拜他，說：「主啊，幫幫我！」 
26 他回答：「拿孩子的餅丟給小狗吃是不妥的。」 
27 婦人說： 

「主啊，不錯，可是小狗也吃牠主人桌上掉下來的碎屑。」 
28 於是耶穌回答她說： 

「婦人，你的信心很大！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 
從那時起，她的女兒就好了。 

9. 信息：主啊，幫助我！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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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應：惟信靠主 (生命聖詩 278 首) 眾立 

1 我每日信靠救主，雖然路上有風雨； 

 我信心有時不足，只靠主耶穌看顧。 ** 

2 求聖靈發出光亮，照在我輭弱心上， 

 賴主扶持免跌倒，只靠主耶穌引導。 ** 

3 路光明當頌主名，路艱苦求主同行； 

 遇危險望主保護，只靠主耶穌領路。 ** 

4 我一生靠主到底，堅心仰望到離世， 

 直到進榮耀天城，只靠主耶穌引領。 ** 
 
** 靠耶穌每時每刻，靠耶穌度過歲月， 

無論遇禍福甘苦，只信靠耶穌我主。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向光榮前進 (普天頌讚 76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5 

 

 
 
 
 
 

職事人員及奉獻芳名 
 

 

 

 

 
 

 

 

 

 

 

 

 

 

 

 

 

 

 

 

 

 

*** 合 堂 *** *** 合 堂 ***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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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林殷宏執事 陳可媚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鄒念龍弟兄 葉佩鈴姊妹

羅慶才牧師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潘裕圖弟兄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雷偉勝執事 陳可媚姊妹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劉麗梅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林美荃姊妹

暫　停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四主日 (紫)(3月22日) 預苦期三主日 (紫)(3月15日) 

上週奉獻總數: $161,087 本月累積奉獻: $255,131  (包括發展及購堂: $32,703)

本週獻花: 賴文湘姊妹、葉德誠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A004 主知名 990 *A012 主知名 1000 *A013 主知名 3484 *A014 主知名 2000 *A015 主知名 3000
*A016 主知名 4000 *A017 主知名 4000 M098 主知名 300 M712 主知名 1400 Q652 主知名 1900

S903 主知名 6000 S936 主知名 100 S937 主知名 5264 S938 主知名 5000 T353 主知名 1000
T354 主知名 500 T433 主知名 10000 T435 主知名 3000 T438 主知名 3000 T439 主知名 10000
T440 主知名 3000 T441 主知名 200 T442 主知名 10000 T443 主知名 5000 T444 主知名 3000
T446 主知名 9000 T447 主知名 1000 T564 主知名 4000 T784 主知名 2000 T938 主知名 1000
T949 主知名 1000 T950 主知名 3000 T951 主知名 3000 T952 主知名 500 T953 主知名 3300

T954 主知名 3000 U072 主知名 100 U090 主知名 100 UNK 主知名 100
感恩 : *A012 主知名 1000 P958 主知名 800 S267 主知名 5000 T195 主知名 200 T336 主知名 300

T445 主知名 500 T450 主知名 1000 T949 主知名 1000 T961 主知名 1000
發展 : M712 主知名 2000 S937 主知名 752 T695 主知名 3000 U090 主知名 100 U533 主知名 20000

U534 主知名 3000
差傳 : S937 主知名 752
教育 : S937 主知名 752
鮮花 : S939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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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逆境，Shall We Dance？ 
 
由一月中到現在，我們可能由受驚、慌忙、擔心、迷惘，到現在的無奈、平

靜？相信大家已習慣戴口罩、勤洗手的日子。新型冠狀病毒突然成為我們的

同伴，在我們的生活中與我們「同在」，與這世界「同在」。直到何時？有專

家估計直至年尾，甚至可能成為人類的朋友，日後間中會來探望大家。真的

讓我們受寵若驚！ 
 
回過神來，我們要為這同伴迎接不同的挑戰： 

⚫ 家人關係張力的增加：家中變成「困獸鬥」，父母和子女或其他家人因衞

生習慣、減少外出活動、在家工作、學習而產生的舌劍唇槍，刀光劍影。 

⚫ 對經濟的影響：有些公司、店舖開始地震，腥風血雨，對基層人士更是百

上加斤。 

⚫ 社會運動混合疫情延續，政治環境更複雜。 
 
沒有正面的影響嗎？有的，要看我們站的位置和看的角度。 
 
口罩荒、廁紙荒可能讓大部份一直生活充足的我們，稍微體驗何為缺乏和有

限制。同時亦充分反映香港人購物的潛能。一直熱愛旅遊、美食的香港人亦

會感到一定的缺失。或許，這給我們更多空間注視自己心靈和靈性的需要，

了解多些自己、身邊的人和這個社會真正的需要和恐懼到底是甚麼。 
 
若上帝沒有照我們所願 (盡快回復正常)，我們就學習順服，嘗試與逆境、在

逆境中的自己及上帝對話，好嗎？當我們可以與逆境共舞，或許有多點信心

和力量進一步思想，如何與比我們更艱難的人同行。回顧基督教教會史，教

會多數是在困難中成長，在順境中迷失、停滯。教會不能如以往舉行佈道

會，但將福音真正的意義傳遞出去的機會從來都不缺乏，在逆境中反而更

多，對未信的人可能更實在。這疫症告訴香港教會，上帝的工作從來不需要

依附任何聚會形式和環境。通常是我們被困其中，疫情是要把我們從這些框

框中釋放出來。你已得自由嗎？還是滯留在有形的宗教框架中失落地徘徊，

不願走出來呢？ 
 
武漢的黃磊牧師說他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因經歷生命真實的威脅，對生命、上

帝和永恒等有更多的反思，信仰比過往更實在。他們去年聚會空間一度收

窄，現時信徒於網上的聯繫比以前更多。而他和會友每天堅持發放物資給基

層的家庭。而二月他們發起的全國祈禱運動最初遇到阻力，但後來可以進行

了。他說：「在災難中信徒群體如果比世人更加害怕死亡，所受的苦就白費

了。」他的分享往我腦袋重重的敲了一下，你呢？ 
 
逆境，若不肯離開，我們就靠著上帝，和它一同起舞吧！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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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可聯絡藍田堂牧者或

招待員，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

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箴言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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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成人主日學的課程《哲思明辨》及《同遊撒母耳記》

早前因疫情暫停，導師已安排網上教學。仍有興趣之弟兄

姊妹，可致電藍田堂了解有關詳情。 

4) 執事會訂於 3 月 19 (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

時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5) 2019-20 年度奉獻收據截數日期及時間定為 3 月 29 日中午

12:00，截數後所收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 

6) 藍田堂現時祗維持主日一堂崇拜，並安排在 facebook 直播，

其他聚會全面暫停直至另行通知，請家長自行在家照顧孩

子，不要帶孩子參與成人崇拜。會眾進入藍田堂範圍前務

必戴上外科口罩，及保持雙手清潔，身體不適者請留在家

中休息。另外，不鼓勵會眾在堂會內進食及進行康體活動，

減低一切除下口罩的須要。會眾可留意張貼於圖書閣對出

間板上之詳細通告。 

7) 會友吳栢林弟兄(吳麗珍姊妹之父親) 安息禮定於 3 月 22

日(日)中午 1 時正在九龍殯儀館地下德望堂舉行，求主安

慰其家人。 

8) 因應疫情，聚會安排及奉獻方式已相應修改，詳細可參閱

本堂網站 https://www.cmalt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