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主日 合一崇拜 (白/金)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序樂：昔在、今在、永存基督 (普天頌讚 270 首) 

3. 宣召：復活主日 (普天頌讚 263 首) 眾立 

阿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祂真的復活了！ 
耶穌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祂曾活在人類之中，曾受死， 
現在卻永永遠遠地活着，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耶穌已驅除我們心中一切疑惑與懼怕。 
讓我們全心全意地信靠祂。 

4. 讚美：復活得勝主 (生命聖詩 133 首) 眾立 

1 復活得勝主，榮耀屬於祢，祢已征服死權，得永遠勝利。 
白衣天使下來，將墓石輥開，只見麻布頭巾，身體已不在。** 

2 看，救主耶穌復生離墳墓，向眾親切招呼，憂懼盡消除。 
教會應當歡樂，高唱凱旋歌，因主今已復生，死權已受挫。** 

3 榮耀生命主，我深信不疑，若無救主同在，生命無意義； 
藉主永恆大愛，我得勝有餘，領我安渡約但，在天家安居。** 

 
**復活得勝主，榮耀屬於祢，祢已征服死權，得永遠勝利。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古舊十架 (生命聖詩 120 首) 眾坐 

1 各各他山嶺上，矗立古舊十架，是羞辱與痛苦記號； 
神愛子主耶穌，為我們被釘死，這十架是我最愛最寶。** 

2 這古舊十字架，被世人所輕視，我卻以十架為寶貴； 
神愛子主耶穌，捨棄天堂榮華，願背負十架往各各他。** 

3 各各他十字架，雖有血跡斑斑，我看它仍聖潔華美； 
因救主在十架為我罪被釘死，我罪惡全赦免得稱義。  ** 
(間奏) 

4 對這古舊十架，我願永遠忠誠，甘受世人辱罵恥笑； 
救主快要再來，迎接我到天家，與救主共享永遠榮耀。** 

** 故我愛高舉主十字架，願將世上虛榮全放下，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到那天可換公義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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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6 篇 (舊約 768 頁) 

1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 

2 我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氣惟獨從你而來。」 

3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是尊貴的人，是我最喜悅的。 

4 追逐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增加； 

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7 我要稱頌那指引我的耶和華，在夜間我的心腸也指教我。 

8 我讓耶和華常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就不致動搖。 

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10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讓你的聖者見地府。 

11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馬太福音 28 章 1-10 節 (新約 50 頁) 

1 安息日過後，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時候， 

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另一個馬利亞來看墳墓。 

2 忽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一個使者從天上下來， 

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 

3 他的相貌如同閃電，衣服潔白如雪。 

4 看守的人嚇得渾身顫抖，甚至和死人一樣。 

5 天使回應婦女說： 

「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 

6 他不在這裏，照他所說的，他已經復活了。 

你們來！看看安放他的地方。 

7 快去告訴他的門徒，說他已從死人中復活了， 

並且要比你們先到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會看見他。 

看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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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婦女們急忙離開墳墓，又害怕，又大為歡喜， 

跑去告訴他的門徒。 

9 忽然，耶穌迎上她們，說：「平安！」 

她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拜他。 

10 耶穌對她們說： 

「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 

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裏會見到我。」 

8. 回應 (奉獻)：往以馬忤斯路 (普天頌讚 272 首) 眾坐 

默想：2 黎明破曉，奧祕希奇，在那空墳墓； 

何事發生？天使顯現？在那空墳墓。 

忽有同行一陌生人，在那帝王路； 

提問、回應，講解、指明，在那帝王路。 

4 眼淚、歡笑，驚喜交集，奔那帝王路。 

神全改變方向勢頭─逆轉帝王路。 

鋪路石頭開口稱頌：基督已復生！曉諭國邦， 

宣於天下：基督已復生！ 
 

9.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4 章 13-18、28-31 節 (新約 134 頁) 眾坐 

13 同一天，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 

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 

14 他們彼此談論所發生的這一切事。 

15 正交談議論的時候，耶穌親自走近他們，和他們同行， 

16 可是他們的眼睛模糊了，沒認出他。 

17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一邊走一邊談，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 

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 

18 兩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 

「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 

惟一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發生了甚麼事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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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他們走近所要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走， 

29 他們卻強留他說： 

「時候晚了，天快黑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 

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 

30 坐下來和他們用餐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 

擘開，遞給他們。 

31 他們的眼睛開了，這才認出他來。耶穌卻從他們眼前消失了。 

10. 信息：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 眾坐 

11. 回應：更親近恩主 (生命聖詩 370 首) 眾立 

1 主啊，我屬祢，我聽祢聲音，說祢愛我何等深； 
但我更渴望被信心舉起，使我更能親近祢。  ** 

2 分別我為聖，專為主所用，仰賴祢聖恩大能； 
助我往上看，有堅固盼望，主旨意我所嚮往。 **(間奏) 

3 雖片刻時間在施恩座前，何等喜樂難以言； 
俯伏主腳前，與主面對面，如密友歡聚甘甜。 ** 

4 何等深主愛，我今不能明，直到走完世路程； 
何等大喜樂，我今未全歷，直到與主享安息。 ** 

** 親愛恩主，引我更親近，到祢受死寶架前； 
引我親近，親近，更親近恩主，到祢流寶血身邊。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稱謝復活主 (普天頌讚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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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楊穎君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麥志成牧師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周　悠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4月19日) 復活主日（白）(4月12日) 

上週奉獻總數: $54,224 本月累積奉獻: $54,224  (包括發展及購堂: $12,210)

本週獻花: 陳可媚姊妹、羅楚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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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52 主知名 3000 *0054 主知名 2000 *0055 主知名 1000 *0057 主知名 1470 *0058 主知名 2000
*0059 主知名 5000 *0061 主知名 1600 I182 主知名 800 S707 主知名 5000 S807 主知名 350
S944 主知名 1314 T136 主知名 500 T488 主知名 1000 T968 主知名 4000 T968 主知名 2000

感恩 : *0060 主知名 3000 S807 主知名 200 T969 主知名 2580 T969 主知名 2580
發展 : *0056 主知名 10000 *0057 主知名 210 I182 主知名 2000
差傳 : *0057 主知名 210
教育 : *0057 主知名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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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節默想主耶穌最後旅程之後感 
 

第六站：往髑髏地 (馬太 27：32-50) 
32 他們出去的時候，遇見一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就強迫他同去，好背耶穌的十字
架。33 他們到了一個地方，名叫各各他，就是「髑髏地」。34 士兵拿苦膽調和的酒給耶
穌喝。他嘗了，不肯喝。35 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然後抽籤分了他的衣服，36 又坐在
那裏看守他。37 他們在他頭上方安了一個罪狀牌，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耶穌。」38

當時，有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39 從那裏經過的人譏笑
他，搖著頭，40 說：「你這拆毀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
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呀！」41 眾祭司長、文士和長老也同樣嘲笑他，說：42「他救
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他。43 他倚靠
神，神若願意，現在就來救他，因為他曾說『我是神的兒子』。」44 和他同釘的強盜也
這樣譏諷他。45 從正午到下午三點鐘，遍地都黑暗了。46 約在下午三點鐘，耶穌大聲高
呼，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
我？」47 站在那裏的人，有的聽見就說：「這個人呼叫以利亞呢！」48 其中有一個人立
刻跑去，拿海綿蘸滿了醋，綁在蘆葦稈上，送給他喝。49 其餘的人說：「且等著，看以
利亞來不來救他。」50 耶穌又大喊一聲，氣就斷了。 

信息分享 : 

      基於今年被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麥牧師一改以往在教會舉行受苦節實體聚會形
式，改為受苦節網上默想聚會，於是我便被安排負責分享以上經文 (馬太福音 27: 32-

50) ; 正在默想經文選段期間多次看到文中深黑色字的不同角色和人物如何對待主耶穌的
態度時，發現在場的人有西門、羅馬士兵、強盜、經過的旁觀者、祭司、文士和長老，
當中在場的人除了西門之外不論是曾經認識或不認識主耶穌的人，抑或是在社會地位上
處於高位或低位的人; 均異口同聲以不尊敬、不公義和不禮貌的態度虐打和譏笑主耶
穌。所以主耶穌帶著被鞭打後遍體鱗傷的身軀，還要為世人背負極重的十字架刑具行上
髑髏地山這一程，而主耶穌的身體因著被鞭打過的傷口而不斷地流出寶血，可見主耶穌
相當痛楚和虛弱，在場的古利奈人西門，被安排分擔背上主耶穌的十字架同行這一段歷
盡苦痛的一程。 

      此外，主耶穌還嚐盡身邊四周的人嘲笑唾罵、兵丁拿苦膽調和的酒給耶穌喝、將
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然後抽籤分了他的衣服、以猶太人的王之罪誣蔑耶穌; 祭司長、文
士和長老也同樣嘲笑叫耶穌救自己和從十架下來; 就連身旁同釘十架的強盜也譏笑，致
令主耶穌心靈承受著不被尊重的孤單與苦害。此時主耶穌歷經一連串被人苦待折騰後，
身心靈已進入極度虛弱及每呼吸一口氣都相當騰痛，主耶穌就承受著身心靈最大痛苦的
一刻而死亡 !  

      本來應該要被人釘上十字架和苦害是我們，但主耶穌卻為我們世上所有人背上十
字架，為要拯救我們這群不尊重和不愛他的罪人。若然我們身處於髑髏地場境之中; 我
們會是那一個人呢? 我們又會是站在那一個位置呢? 我們是分擔背上主耶穌十架的西門
嗎? 抑或是在戲弄不尊重耶穌的兵丁令主耶穌更難受? 又或是在街上以冷眼旁觀嘲笑耶
穌的旁觀者? 甚或是那班自以為好認識律法的祭司、文士和長老卻加以嘲笑主耶穌呢?  

在我們前面人生旅程中，我們又如何回應為了愛我們和背負我們十字架連整個生命都付
上給我們的主耶穌呢? 此刻便想起生命聖詩第 120 首 <古舊十架>的副歌 :「故我愛高舉
主十字架，願將世上虛榮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到那天可換公義冠冕。」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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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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傳道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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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特區政府的法規，4 月 12 日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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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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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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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以下二維碼有

關詳情： 
 

 (奉獻指引)              (電子奉獻封)     (本堂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