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四月五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棕枝主日（紅） 

 

1. 安靜默禱：以馬內利 (美樂頌 83 首) 眾坐 

2. 宣召：馬太福音 21 章 9 節 (新約 35 頁) 眾立 

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至高無上的，和散那！ 

3. 讚美：祢是榮耀君王 (美樂頌 25 首) 眾立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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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領我到髑髏地 (生命聖詩 125 首) 眾坐 

1 生命之主，願祢作王，榮耀都歸於祢， 

使我莫忘祢荊棘冕，領我到髑髏地。 ** 

2 請明示我祢安葬墓，門徒曾悼念祢， 

白衣天使在外守護，當祢安睡墓裡。 ** 

3 願像馬利亞清早起，帶香料獻給祢， 

使我看見祢空墳墓，領我到髑髏地。 **   (間奏) 

4 主阿，我願甘心樂意，背十架跟隨祢， 

我願和祢分嘗苦杯，因祢為我捨己。 ** 
 

** 使我莫忘客西馬尼，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莫忘我主仁愛慈悲，領我到髑髏地。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50 章 4-9 節上 (舊約 1083 頁) 

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 

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天早晨喚醒，喚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5 主耶和華開啟我的耳朵，我並未違背，也未退後。 

6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兩頰的鬍鬚，我由他拔； 

 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並不掩面。 

7 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 

 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 

8 稱我為義的與我相近；誰與我爭論，讓我們來對質； 

 誰與我作對，讓他近前來吧！ 

9 看哪，主耶和華必幫助我，誰能定我有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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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2 章 5-11 節 (新約 302 頁)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神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 

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 

8 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 

11 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神。 

7. 回應(奉獻)：復活基督 (普天頌讚 288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1 章 37-45 節 (新約 110 頁) 眾坐 

37 耶穌正說話的時候，有一個法利賽人請他吃飯， 
耶穌就進去坐席。 

38 這法利賽人看見耶穌飯前不先洗手就很詫異。 
39 主對他說：「如今你們法利賽人洗淨杯盤的外面， 
 你們裏面卻滿了貪婪和邪惡。 
40 無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了裏面嗎？ 
41 只要把杯盤裏面的施捨給人， 

對你們來說一切就都潔淨了。 
42 「但是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芸香， 

和各樣蔬菜獻上十分之一，疏忽了公義和愛神的事； 
這原是你們該做的—至於其他也不可忽略。 

43 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裏的高位， 
又喜歡人們在街市上向你們問安。 

44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 
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知道。」 

45 律法師中有一個回答耶穌，  
 「老師，你這樣說也把我們侮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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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表裡一致 眾坐 

10. 認信：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1. 聖餐： 眾坐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主的完全平安 (生命聖詩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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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

麥志成牧師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周　悠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暫　停

暫　停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雷偉勝執事

陳志輝先生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鄺淑芬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主日（白）(4月12日) 棕枝主日（紅）(4月5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398,655 上月奉獻總額: $1,183,252  (包括發展及購堂: $94,803)

本週獻花: 莊儀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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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37 主知名 2000 *0038 主知名 100 *0040 主知名 1000 *0041 主知名 6200 *0044 主知名 10000
*0045 主知名 3000 *0051 主知名 7600 N489 主知名 20000 Q030 主知名 10000 Q189 主知名 1200
R180 主知名 3000 S695 主知名 15000 S700 主知名 70000 S701 主知名 1000 S711 主知名 24000
S712 主知名 6000 S713 主知名 6000 S714 主知名 70000 S715 主知名 30000 T470 主知名 4000
U063 主知名 16000 U539 主知名 10000

慈惠 : R180 主知名 1000 S901 主知名 500 T470 主知名 1000
感恩 : *0043 主知名 3000 *0046 主知名 2000 *0047 主知名 5000 *0048 主知名 10000 *0053 主知名 1500

Q576 主知名 4000 R180 主知名 1000 S695 主知名 5000 S701 主知名 1000 S712 主知名 4000
S901 主知名 500 S904 主知名 3000 S943 主知名 3000 T333 主知名 1000 T470 主知名 1000
T549 主知名 1500 T960 主知名 2500

發展 : *0038 主知名 100 *0047 主知名 5000 *0050 主知名 200 R180 主知名 900 S901 主知名 500
T470 主知名 1000 U538 主知名 9000

差傳 : *0049 主知名 10000 T470 主知名 1000
教育 : S901 主知名 500
其他 : S901 主知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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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能認識到在聖經的文體中，其中之一是哀歌，除了「耶利米哀歌」

這書卷外，詩篇也有哀歌的體材。而哀歌可分為兩種1； 
 
「百姓的哀歌」通常包括開場白的祈求；哀歌本身、信靠的宣言、詩人請求神

垂聽和拯救，以及讚美的誓言。詩篇第 12、44、80、94 和 137 篇就是例子。 

「個人的哀歌」通常包括引言（向神說話、轉向神、呼求神幫肋）、哀歌本身

（指出詩人的敵人、詩人本身及神）、信靠的宣言、請求神垂聽和拯救、相信

已蒙垂聽，最後是讚美的誓言。有時也會包括得拯救的報告。詩篇第 3、22、

31、39、42、57、71、120、139 和 142 篇是很好的例子。 
 
但我們會否因為聖經其他經文，已把內心本來自然湧現的感受壓抑著？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立比書 4:4 
 
是否在禱告中，甚至在公禱及崇拜中，表現悲哀就是不「屬靈」嗎？用另一

角度去看腓立比書，為何要鼓勵大家常常喜樂？我們都不會向一位運動員說

要多作運動，因為這不是他的需要；聖經教導人要常常喜樂，因為現實的生

活很多時都不能喜樂，才要在這方面作教導。另一方面要思想的，就是如果

有悲哀的感受，因為聖經教導信徒要常常喜樂，就不應表達？又或表達時也

要「眼淚-心裡流」？ 
 
大家可以回想，當自己在悲傷的情況下，怎樣才得到安慰？別人說句「節哀

順變」真的可以令自己節哀嗎？還是對方沉默不語的伴隨，輕輕說聲：「把

心中的悲傷表達出來吧，我會伴隨你，與你同行。」 
 
將悲傷抑壓會成病，表達出來後，尋求疏導，從神而來得醫治及重整心態，

才是常常喜樂的教導。所以，聖經中也有哀歌的題材，甚至是受膏者的表

達，如大衛王及先知耶利米。他們至誠地表現內心感受，甚至向神發出質問

及悲憤2，更重要是隨之而來的哀求，與及從神而來的盼望及能力，走過人生

的路。耶利米哀歌第 3 章 19-23 節 

求你記得我的困苦和流離，它如茵蔯和苦膽一般； 

我心想念這些，就在我裏面憂悶。 

但我的心回轉過來，因此就有指望； 

因耶和華的慈愛，我們不致滅絕，因他的憐憫永不斷絕，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苦情仍然要承受，仍然發出哀號，但每天都回轉向神，期盼早晨的來

到，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 

陳志輝先生 
 

 

 
1 http://book.goodjob.tw/shengjing1/jl1-12/35.htm 
2 http://www.media.org.hk/tme_main/index.php/magazine/ahm143-15 

http://book.goodjob.tw/shengjing1/jl1-12/35.htm
http://www.media.org.hk/tme_main/index.php/magazine/ahm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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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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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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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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月 10 日(五)傍晚 5:00 舉行受苦節網上默想會 ─「與耶穌同

行」，弟兄姊妹只要瀏覧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 

5) 4 月 10-11 及 13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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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指引)          (電子奉獻封)     (本堂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