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五主日 (紫)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6 篇 1-2、7 節 (舊約 883 頁) 眾立 

1 我愛耶和華，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 
2 他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7 我的心哪！你要復歸安寧，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3. 讚美：基督我主，我心盼望 (生命聖詩 61 首) 眾立 

1 基督我主，我心盼望，救贖唯一泉源； 
創造萬物開天闢地，基督救主為王，基督救主為王。 

2 浩瀚宏恩無限憐恤，背負我們重擔； 
被釘十架忍受極刑，釋放屬祂子民，釋放屬祂子民。 

默想: 3 死亡枷鎖已被掙斷，罪價主已清償； 
於今高坐聖父寶座，穿上尊榮外袍，穿上尊榮外袍。 

默想: 4 願主大恩溢澤寰宇，寬恕我等罪人； 
使我罪人到寶座前，得蒙恩主接納，得蒙恩主接納。 

5 基督是我今生喜樂，是我來生賞賜； 
我心我靈唯一誇耀，就是我主榮耀，就是我主榮耀。 

6 頌讚全歸於天上主，一切榮耀讚揚， 
全歸聖父聖子聖靈，直到永永遠遠，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為我受傷 (生命聖詩 124 首) 眾坐 

默想:1 為我受傷，為我受傷，十字架上耶穌為我受傷； 
   罪蒙赦免我今得著釋放，皆因救主耶穌為我受傷。 

  2 為我受死，為我受死，十字架上耶穌為我受死； 
   因祂受死我得救贖福祉，皆因救主耶穌為我受死。 
  3 為我復活，為我復活，從墳墓裡主已為我復活； 
   死亡毒鈎今後不能害我，皆因救主耶穌為我復活。 
  4 為我再來，為我再來，必有一天主要為我再來； 
   見主慈顏何等喜樂暢快，滿心讚美主，祂為我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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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翰福音 11 章 47-53 節 (新約 160 頁) 

47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召開議會，說： 

  「這人行好些神蹟，我們怎麼辦呢？ 

48 若讓他這樣做，人人都要信他； 

 羅馬人也要來毀滅我們的聖殿和我們的民族。」 

49 其中有一個人，名叫該亞法，那年當大祭司，對他們說： 

  「你們甚麼都不知道， 

50 也不想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整個民族滅亡， 

 這對你們是有利的。」 

51 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的意思，而是因他那年當大祭司， 

 所以預言耶穌將為這民族而死。 

52 他不但替這民族死，還要把神四散的兒女都聚集起來， 

 合成一群。 

53 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 
 
 羅馬書 8 章 11-19 節 (新約 236 頁) 

11 然而，使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 

那使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 

也必藉著住在你們裏面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12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而活。 

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定會死； 

若靠著聖靈把身體的惡行處死，就必存活。 

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15 你們所領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仍舊害怕； 

所領受的是兒子名分的靈，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16 聖靈自己與我們的靈一同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17 若是兒女，就是後嗣，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 

18 我認為，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示給我們的榮耀， 

是不足介意的。 

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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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主領我經曠野路 (生命聖詩 310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歷代志上 21 章 1、7-17、26-27 節(舊約 584 頁) 眾坐 

1 撒但起來攻擊以色列，激起大衛數點以色列人。 
 
7 這件事在神眼中看為惡，神就降災給以色列。 

8 大衛對神說： 

 「我做這事大大有罪了。 

現在求你除掉僕人的罪孽，因為我所做的非常愚昧。」 

9 耶和華吩咐迦得，大衛的先見，說： 

10 「你去告訴大衛說： 

 『耶和華如此說：我列出三樣災禍給你， 

隨你選擇一樣，我好降與你。』」 

11 於是，迦得來到大衛那裏，對他說： 

 「耶和華如此說： 

 『你可以隨意選擇： 

12 三年的饑荒，或敗在敵人面前，被敵人的刀追殺三個月， 

或在國中三日有耶和華的刀，就是瘟疫， 

讓耶和華的使者在以色列全境施行毀滅呢？』 

現在你要想一想，我怎樣去回覆那差我來的。」 

13 大衛對迦得說： 

 「我很為難。我寧願落在耶和華的手裏，因為他有豐盛的憐憫； 

我不願落在人的手裏。」 

14 於是，耶和華降瘟疫給以色列，以色列中死了七萬人。 

15 神派遣使者去毀滅耶路撒冷，剛要毀滅的時候， 

耶和華看見就改變心意，不降這災了。他吩咐那滅城的天使說： 

「夠了，住手吧！」 

耶和華的使者正站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那裏。 

16 大衛舉目，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天和地之間， 

手裏有拔出來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 

大衛和長老都披上麻布，臉伏於地。 

17 大衛向神說： 

 「吩咐數點百姓的不是我嗎？是我犯了罪，行了大惡， 

但這群羊做了甚麼呢？耶和華－我的神啊， 

願你的手攻擊我和我的父家，不要降瘟疫給你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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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大衛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獻燔祭和平安祭， 
求告耶和華。耶和華就應允他，使火從天降在燔祭壇上。 

27 耶和華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 

9. 信息：從瘟疫中吸取經驗 眾坐 

10. 回應：尋求神的臉 (靠著耶穌得勝 12 首) 眾立 

主席:1 若我的子民，謙卑禱告，尋覓著我臉， 

  承認他的過犯，立志遠離邪行， 

  我便打開天門從天上垂聽著禱告， 

   赦免罪孽，傾出恩典，醫好這地的傷處。 

會眾: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淨， 

  願聖靈重頭復興我， 

  化軟弱成壯健憂傷得醫治，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2 若你的子民，謙卑禱告，尋覓著你臉， 

  承認他的過犯，立志遠離邪行， 

  你便打開天門從天上垂聽著禱告， 

  赦免罪孽，傾出恩典，醫好這地的傷處。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淨， 

  願聖靈重頭復興我， 

  化軟弱成壯健憂傷得醫治，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淨， 

  願聖靈重頭復興每一個， 

  化軟弱成壯健憂傷得醫治，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父賜天福 (普天頌讚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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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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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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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陳志輝先生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鄺淑芬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待定 簡雪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陳雅媛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棕枝主日（紅）(4月5日) 聖餐預苦期第五主日 (紫)(3月29日) 

上週奉獻總數: $171,741 本月累積奉獻: $784,597  (包括發展及購堂: $78,103)

本週獻花: 盧惠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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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23 主知名 100 *0027 主知名 2000 *0030 主知名 3000 *0031 主知名 2000 *0032 主知名 9000
*0035 主知名 2000 *0036 主知名 7600 *0039 主知名 2000 S928 主知名 2000 S940 主知名 4000
T018 主知名 1500 T348 主知名 100 T456 主知名 200 T501 主知名 8700 T957 主知名 25500
T958 主知名 16000 T967 主知名 1000 U532 主知名 30000

感恩 : S928 主知名 1000 T198 主知名 200 T396 主知名 1000 T963 主知名 20000
發展 : *0023 主知名 100 *0034 主知名 2000 Q705 主知名 1200 S218 主知名 5500 T959 主知名 20000
差傳 : *0034 主知名 1000 S928 主知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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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在疫症蔓延時 
 

自新冠狀病毒疫症爆發以來，由武漢爆疫開始，到韓國、歐洲國家的淪陷，到中東、

美加的岌岌可危，到今天香港面對新一輪更嚴峻的防疫並醫療考驗，「疫」煙四起，

幕幕觸目驚心，又令人憂心忡忡。 
 

最近看了兩條短片，一條是意大利一位市長勸籲市民留在家中，另一條是一位女患者

在 ICU的病床上，呼籲她的家人和朋友干萬不可輕視疫症。前者不時激動地揮動雙

臂，不斷的詰問市民為何不可把日常的社區活動減到最低，激動的背後是詰問有什麼

比人的性命和健康重要，後者用她尚餘的力氣向她所愛的家人朋友重覆叮嚀「唔好

博」(Do not take any chances)。二人如此的着緊，恐怕也是希望聽的人看清楚疫

情的事實和嚴重性。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做一個愛護自己的人和負責任的鄰舍，有幾困難呢？執筆之

時，本地傳媒報導最少有 41 人違反強制檢疫令，擅離檢疫地點，對這些人來講的確

有點困難。 
 

對另外一些人來講，也是相當困難的。他們若堅持向自己的專業和良知，向社群和自

己所愛的人負責而把事實揭露，必須承受高層的嚴厲斥責和噤聲、政府高壓的封鎖，

個人被孤立誠信被扭曲。這些人被剝奪了保護自己及保護家人朋友的權利，甚至有人

在別人的失誤上失去性命。武漢醫生艾芬是第一個把疫症真相傳出來的人，在一篇内

地雜誌的訪問中她提到自己是「發哨的人」，為此她被訓斥為「造謠生事」的人，訪

問尾聲，艾醫生堅持「要有人站出來說真話」。率先把這個真相吹響警號的已故李文

亮醫生，在接受内地傳媒訪問時說到「讓大家知道真相比自己平反更重要」。 
 

在疫症面前，愛惜自己與別人始於將事實與真相陳明。 
 

今天當全球陷入抗疫和醫療的苦戰中時，我們應該向那幾位憑自己的專業良知敲起警

鐘的發哨者和吹哨人致敬，應該向那些在自己崗位上、在病床上繼續敲鐘的人致敬，

應該向那些將社群的福祉放在首位的人致敬，應該向愛自己愛鄰舍的人致敬。今天當

香港面對更嚴峻的疫情時，雖然政府不發旺，決策人不結果，政策也不效力，但我們

的社會上也有這樣值得我們致敬的人，除了醫護人員以外，還有一眾努力做好防疫措

施，自助互助的香港人。 
 

防疫： 

正確配戴口罩，你做好未？ 

勤洗手，你做好未？ 

保持社交距離，你做好未？ 

欣賞和支持前缐防疫人員的努力，你做好未？ 

無偽正直，你做好未？  

 

 

劉麗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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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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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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年度奉獻收據截數日期及時間定為今日中午

12:00，截數後所收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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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應近日確診個案增多及區聯會的呼籲，本堂於 3 月 29 日

及 4 月 5 日的主日上午 10:30 將不設實體崇拜，除事奉人

員外，堂會不會對外開放，會眾請留在家中參與崇拜直播。

查詢/取消: 23469681 直播: fb.com/cmaltc。 

6) 4 月 4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7) 因應疫情，聚會及奉獻方式已相應修改，詳細可參考以下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