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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四主日 (紫)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43 篇 (舊約 801 頁) 眾立 

1 神啊，求你為我伸冤，向不虔誠的國為我辯護； 

求你救我脫離詭詐不義的人。 

2 你是作我保障的神，為何丟棄我呢？ 

我為何因仇敵的欺壓時常哀痛呢？ 

3 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信實，好引導我， 

帶我到你的聖山，到你的居所！ 

4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到賜我喜樂的神那裏。 

神，我的神啊，我要彈琴稱謝你！ 

5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謝他，我當面的拯救，我的神。 

3. 讚美：主名至寶 (生命聖詩 58 首) 眾立 

1 耶穌聖名，何等甜美，屬主聖徒愛聽； 

 醫治痛傷，安慰悲苦，消除心中憂驚，消除心中憂驚。 

2 主名能醫破碎心靈，安定煩惱心情； 

 飢渴的人得到飽足，疲倦的人安寧，疲倦的人安寧。 

3 主名是我堅固磐石，是避難所，盾牌； 

 也是豐富無量寶藏，充滿恩典慈愛，充滿恩典慈愛。 

4 主是良友，善牧，佳偶，祭司，先知，君王， 

 也是救主，生命，道路，求納我們頌揚，求納我們頌揚。 

5 願趁今天氣息尚存，宣揚主愛不停； 

 面臨死亡，願主美名使我心得安寧，使我心得安寧。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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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我曾捨命為你 (生命聖詩 126 首) 眾坐 

1 我曾捨命為你，我血為你流出， 

 救你從死復起，使你罪過得贖。 

 為你為你我命曾捨，你捨何事為我？ 

2 我離父家天庭，撇下榮耀寶座， 

 來此暗世塵瀛，飽嘗孤單漂泊。 

 為你為你天家曾捨，你捨何福為我？ 

3 為你飽嘗苦痛，口舌難以形容， 

 忍受槍刺鞭傷，救你脫離死亡。 

 為你為你忍受一切，你受何苦為我？   (間奏) 

4 我從天庭父家，謙卑屈尊降下， 

 帶來完備救恩，並我寬容憐憫。 

 向你向你厚恩曾施，你將何物獻我？ 

6. 誦讀經文 眾坐 

馬太福音 20 章 17-28 節 (新約 33 頁) 

17 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 

在路上把十二個門徒帶到一邊，對他們說： 

18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將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 

他們要定他死罪， 

19 把他交給外邦人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他要復活。」 

20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和她兩個兒子上前來， 

向耶穌叩頭，求他一件事。 

21 耶穌問她：「你要甚麼呢？」她對耶穌說： 

「在你的國裏，請讓我這兩個兒子一個坐在你右邊， 

一個坐在你左邊。」 

22 耶穌回答： 

「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將要喝的杯，你們能喝嗎？」 

他們對他說：「我們能。」 

23 耶穌說： 

「我所喝的杯，你們要喝。可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賜的，而是我父為誰預備就賜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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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其餘十個門徒聽見，就對他們兄弟二人很生氣。 

25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們， 

有大臣操權管轄他們。 

26 但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要作你們的用人； 

27 誰願為首，就要作你們的僕人。 

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羅馬書 8 章 1-10 節 (新約 235 頁) 

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人就不被定罪了。 

2 因為賜生命的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裏從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釋放出來。 

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而無能為力，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樣子， 

為了對付罪，在肉體中定了罪， 

4 為要使律法要求的義， 

實現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去行的人身上。 

5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 

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6 體貼肉體就是死；體貼聖靈就是生命和平安。 

7 因為體貼肉體就是與神為敵， 

對神的律法不順服，事實上也無法順服。 

8 屬肉體的人無法使神喜悅。 

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你們就不屬肉體，而是屬聖靈了。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10 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就因罪而死，靈卻因義而活。 

7. 回應 (奉獻)：來就上主羔羊 (普天頌讚 218 首) 眾坐 

默想：1 像我這樣乏善可陳，因主為我傾出深恩， 
因主召我前來入覲，上主羔羊，我來，我來。 

 (奉獻指引)          (奉獻資料上傳 Google 表格) 



 

 

4 

 

8. 信息經文：但以理書 3 章 13-18 節 (舊約 1317 頁) 眾坐 

13 當時，尼布甲尼撒大發烈怒， 
命令把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帶過來； 
他們就把這幾個人帶到王面前。 

14 尼布甲尼撒問他們說：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你們不事奉我的神明， 
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真的嗎？ 

15  現在，你們若準備好，一聽見角、號、琴、瑟、 
三角琴、鼓和各樣樂器的聲音，就俯伏拜我所造的像； 
若不下拜，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窯中， 
有哪一個神明能救你們脫離我的手呢？」 

16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 
「尼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 

17  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
王啊，他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 

18  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絕不事奉你的神明， 
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9. 信息：即或不然 眾坐 

10. 回應：願我為主活 (青年新歌 19 首) 眾立 

1 願我為主活，歷真意每天，一切手所作，願蒙主悅納；  
願放下己意，甘欣然順服，蒙福的旅程，我天天走上。 ** 

2 願我為主活，主甘為我死，釘身於苦架，背罪污羞恥； 
是這樣的愛，喚我降服主，寧跟主牽引，獻給祂一切。 ** 

3 願我為主活，在世每一天，心最想得到是蒙祂欣喜； 
助軟弱心靈到主裡安息，尋找失喪羊，因祂施拯救。  ** 

** 全然將身心給你，獻予基督恩主， 
你受死把我救贖，甘犧牲寧捨己； 
唯求恩主居心裡，完全執掌管理， 
立志奉獻每天為你基督只全為你。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重價大愛 (普天頌讚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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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5 

 

 
 

 

 

 

 

 
 

 

 

 

 

 

 

 

 

 

 

 

 

 

 

 

 

生活靈修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雷偉勝執事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五主日 (紫)(3月29日) 預苦期第四主日 (紫)(3月22日) 

*** 合 堂 *** *** 合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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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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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陳雅媛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上週奉獻總數: $357,725 本月累積奉獻: $612,856  (包括發展及購堂: $49,303)

本週獻花: 余泳恩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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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14 主知名 1600 *0015 主知名 1000 *0016 主知名 6000 *0017 主知名 4000 *0018 主知名 3000
*0019 主知名 8100 *0020 主知名 1000 *0021 主知名 2000 *0022 主知名 2500 *0025 主知名 2000
N194 主知名 12500 Q087 主知名 3200 R490 主知名 6000 S479 主知名 500 S727 主知名 4000
S978 主知名 7500 T075 主知名 3000 T133 主知名 1800 T355 主知名 500 T360 主知名 2000
T362 主知名 8000 T363 主知名 500 T448 主知名 2000 T449 主知名 6000 T452 主知名 50000
T453 主知名 9300 T454 主知名 20000 T672 主知名 6000 T734 主知名 11140 T752 主知名 3400
T956 主知名 36000 U065 主知名 1600 U073 主知名 100 U535 主知名 4500 U536 主知名 10200

U537 主知名 80000
慈惠 : T335 主知名 1000 T752 主知名 1000
感恩 : *0020 主知名 1000 *0024 主知名 500 Q241 主知名 1000 R967 主知名 500 T199 主知名 200

T362 主知名 2000 T364 主知名 300
發展 : *0016 主知名 6000 R490 主知名 6000 S568 主知名 4000 S727 主知名 100 U535 主知名 500
差傳 : S727 主知名 200 U535 主知名 3000
教育 : S727 主知名 100 T701 主知名 2000 T704 主知名 3000 T752 主知名 1000
鮮花 : T451 主知名 300 T704 主知名 500 U066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20年2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877,494          326,284         256,432    3,601        1,000       7,000        58,251          

現金支出 1,045,795       492,627         443,224    1,000        -               5,000        43,403          

現金流入/(流出) (168,300)        (166,343)       (186,793)   2,601        1,000       2,000        14,848          

固定資產 14,009,528     14,009,528    402,100    -                -               -                13,607,428   

銀行及現金結餘 2,856,897       2,856,897      602,553    599,482    996,811   99,423      558,628        

其他資產 53,973            53,973           25,173      -                -               28,800      -                    

按揭貸款 (2,036,308)     (2,036,308)    -                -                -               -                (2,036,308)    

其他負債 (820,725)        (820,725)       (820,224)   (501)          -               -                -                    
淨資產 14,063,365     14,063,365    209,602    598,981    996,811   128,223    12,129,749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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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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牛池灣竹園潮語浸信會羅慶才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箴言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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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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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劉皓然弟兄和林恩庭姊妹任教的高中主日學，於 3 月 31 日

(二)晚上 8:15 進行第二次網上學習。就讀高中的弟兄姊妹

有興趣參與，可向江姑娘查詢有關詳情。 

6) 藍田堂現時祗維持主日一堂崇拜，並安排在 facebook 直播，

堂會內之聚會 3 仍然暫停直至另行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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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藍田堂之網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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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區聯會出版之「宣訊」現改為網上版，弟兄姊妹請開啓以

下二維碼參閱內容。 

 
 

https://www.cmalt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