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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二主日 (白)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彼得前書 1 章 3-5 節 (新約 369 頁) 眾立 

3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著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 

使我們有活的盼望， 

4 好得到不朽壞、不玷污、不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5 就是為你們這些藉著信、蒙神大能保守的人， 

能獲得他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3. 讚美：榮耀歸於真神 (生命聖詩 8 首) 眾立 

1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 

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 

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 

2 救主流寶血，何等全備救恩； 

真神應許賜給凡信祂的人； 

罪人中之罪魁若真心相信， 

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  **   (間奏) 

3 父神啟示真理，祂成就大事， 

藉聖子耶穌我們歡欣無比， 

將來見主面我們必更驚訝， 

何等奇妙改變，更純潔無瑕。 ** 
 

**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 

請來藉聖子耶穌來到父前， 

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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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求主鑒察 (生命聖詩 394 首) 眾坐 

1 求主鑒察，知道我心實情，試我驗我，將我隱祕顯明； 

清潔我心，使我成聖像主，引導我走永遠生命道路。 

2 祢不改變，今日昨日一樣，願主生命繼續藉我顯彰； 

除去我心一切屬世事物，引導我走永遠生命道路。 

3 求主將我輭弱變為堅固，使我專心尋求永存事物； 

將我心絃緊緊繫於上主，引導我走永遠生命道路。 

4 求主使我積財寶於天倉，求主教我尋求屬天盼望； 

為我預備天家永遠財富，引導我走永遠生命道路。 

5 我的工作深願救主引導，到試驗日不致如稭如草； 

求主助我在磐石上建屋，引導我走永遠生命道路。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48 篇 (舊約 915 頁) 

1 哈利路亞！你們要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他！ 

2 他的眾使者啊，要讚美他！他的諸軍啊，都要讚美他！ 

3 太陽月亮啊，要讚美他！放光的星宿啊，都要讚美他！ 

4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啊，你們都要讚美他！ 

5 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他一吩咐就都造成。 

6 他將這些設定，直到永永遠遠；他訂了律例，不能廢去。 

7 你們哪，都當讚美耶和華：地上一切所有的，大魚和深洋， 

8 火和冰雹，雪和霧氣，成就他命令的狂風， 

9 大山和小山，結果子的樹木和一切香柏樹， 

10 野獸和一切牲畜，昆蟲和飛鳥， 

11 世上的君王和萬民，領袖和世上所有的審判官， 

12 少年和少女，老人和孩童， 

13 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 

因為獨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榮耀在天地之上。 

14 他高舉自己百姓的角，使他的聖民以色列人， 

就是與他相近的百姓得榮耀。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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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20 章 19-31 節 (新約 175 頁) 

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因怕猶太人， 

所在的地方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20 說了這話，他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一看見主就喜樂了。 

21 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 說了這話，他向他們吹一口氣，說： 

「領受聖靈吧！ 

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 

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 

24 那十二使徒中，有個叫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 

他沒有和他們在一起。 

25 其他的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馬卻對他們說： 

「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我的指頭探入那釘痕，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絕不信。」 

26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在一起。 

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27 然後他對多馬說： 

「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 

把你的手伸過來，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總要信！」 

28 多馬回答，對他說：「我的主！我的神！」 

29 耶穌對他說： 

「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嗎？那沒有看見卻信的有福了。」 

30 耶穌在他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錄在這書上。 

31 但記載這些事是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並且使你們信他，好因著他的名得生命。 

7. 回應 (奉獻)：基督復生永掌權 (普天頌讚 281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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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20 章 19-31 節 (新約 175 頁) 眾坐 

9. 信息：用心才看見 眾坐 

10. 回應：我主作王 (生命聖詩 297 首) 眾立 

1 疑懼心切莫驚惶，我主作王！ 

仰望主不用悲傷，我主作王！ 

在主裡必打勝扙，不用怕仇敵兇狂； 

信靠主，祂永堅強，我主作王！我主作王！ 

2 你罪債主已代償，我主作王！ 

你罪擔主已擔當，我主作王！ 

各各他十字架上，主流血為你受創， 

在罪中你得釋放，我主作王！我主作王！ 

3 尋求者莫再徬徨，我主作王！ 

尋主者永不失望，我主作王！ 

好牧人遍找迷羊，把牠們領回身旁； 

晝夜守護保安康，我主作王！我主作王！ 

4 眾聖徒齊來宣揚：我主作王！ 

心喜樂高聲歡唱：我主作王！ 

黎明近，教會儆醒，看東方，已露曙光， 

將口號廣傳四方；我主作王！我主作王！  (間奏) 

5 主教會振奮復興，我主作王！ 

當奮勇齊向前行，我主作王！ 

主不久要從天降，接聖徒歸回天鄉， 

罪權勢全被消亡，我主作王！我主作王！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願主賜福保護你 (生命聖詩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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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慧儀愽士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潘裕圖弟兄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楊穎君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三主日（白）(4月26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4月19日)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20年3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2,076,703       1,199,209      1,055,603 4,500        26,952        7,352        104,802        

現金支出 1,492,163       446,369         394,966    3,000        -                 5,000        43,403          

現金流入/(流出) 584,540          752,840         660,637    1,500        26,952        2,352        61,399          

固定資產 13,948,074     13,948,074    389,055    -                -                 -                13,559,018   

銀行及現金結餘 3,609,739       3,609,739      1,263,192 600,982    1,023,763   101,775    620,027        

其他資產 56,778            56,778           27,978      -                -                 28,800      -                    

按揭貸款 (1,996,419)     (1,996,419)    -                -                -                 -                (1,996,419)    

其他負債 (871,547)        (871,547)       (861,547)   -                -                 -                (10,000)         
淨資產 14,746,625     14,746,625    818,678    600,982    1,023,763   130,575    12,172,627   

***********************************************************  財務摘要  ****************************************************

按

基

金

分

類

上週奉獻總數: $96,664 本月累積奉獻: $150,888  (包括發展及購堂: $24,360)

本週獻花: 梁偉寧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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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62 主知名 100 *0064 主知名 3000 *0065 主知名 1000 *0066 主知名 6000 *0067 主知名 1000
*0069 主知名 4000 *0070 主知名 5000 *0071 主知名 300 *0072 主知名 500 *0073 主知名 6000
P685 主知名 5000 R572 主知名 1500 R576 主知名 10000 S705 主知名 8000 S945 主知名 1314
S946 主知名 2000 S948 主知名 4500 T332 主知名 200 T489 主知名 100 T783 主知名 2000
U541 主知名 1000

慈惠 : *0071 主知名 500 R576 主知名 5500
感恩 : *0065 主知名 500 *0071 主知名 500 I057 主知名 3900 P685 主知名 5000 S947 主知名 3000

T331 主知名 1000 T332 主知名 200 T490 主知名 200
發展 : *0062 主知名 100 *0068 主知名 10000 *0071 主知名 300 T955 主知名 1750
教育 : *0071 主知名 500
鮮花 : *0071 主知名 200 S708 主知名 300
其他 : *0071 主知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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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保持有勇氣！ 

一所位於中亞國家的慈善機構，三月中辦公室被爆竊，損失了現金、幾部手

提電腦及平板電腦。參與服侍的港人夫婦報上平安，並且為到所有福音工具及

書籍沒有損失而感恩。為了阻止肺炎疫情漫延，該國的首都由四月初開始封

鎖，人們不得進出，不少人因此手停口停，當中包括六萬名負責外出工作幫補

生計的貧困兒童；預計在生活窘迫之下，罪案及人道問題也隨之而增多。 

除了健康方面的威脅，世界各地的人因為疫情而令工作及收入減少，經濟復

甦之期亦未能預見。讓我們看看聖經當中，神怎樣鼓勵在窘迫困苦中的人。有

一個在新約出現了七次的說話：「放心 (希臘文: θαρσέω)」，絕大部份是由主耶穌

親口說的，有些中文聖經譯作「要有勇氣」，而英文翻譯分別有「take courage, 

take heart, cheer up」等。那些曾被主耶穌鼓勵「放心」的人包括： 

 被人用褥子抬著尋找耶穌的癱子 (太 9:2) 

 患血漏病屢次求醫不成、尋求觸摸耶穌衣服繸子得醫治的婦人 (太 9:22) 

 在街上討飯呼求耶穌可憐他的盲人巴底買 (可 10:49) 

 把行在海面上的耶穌誤認為鬼怪而驚惶失措的門徒 (太 14:27;可 6:50) 

 在耶路撒冷過節被猶太人猛烈攻擊和壓逼的使徒保羅 (徒 23:11) 

有趣的是「放心」一詞在整本聖經中只有命令語氣，描述動作的持續性，即

是「放心下去！保持有勇氣！」。上述被主耶穌鼓勵「放心」的人，最終獲得持

續的釋放和平安；例如癱子被主吩咐起來回家，顯示他已獲得上帝的醫治和赦

免，可以持續在主的恩典中生活；又例如暗暗接近耶穌害怕被顯露患漏症不潔

的婦人，被耶穌公開肯定她的信心和獲得醫治，能夠釋懷離開；又例如誤將耶

穌當成鬼怪的門徒，親歷耶穌在自然界的權柄後，安然敬拜這位神的兒子。 

另一次耶穌吩咐門徒「放心」是早在門徒遇上患難壓迫之前，在主耶穌被賣

的晚上，快要被捉拿處死之前，主耶穌預告自己將要離世並門徒會遇到苦難，

但主耶穌已經預備了真正的平安叫門徒可以「放心」：「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

是要使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θαρσέω)，

我已經勝過世界。」(約 16:33) 在苦難困境之中，我們憑著自己的能力去保持有

勇氣生活是很困難的，但神的兒子在我們的生命當中，祂賜下的平安並從神而

來的話語，使無數軟弱不安面臨崩潰的人重新得力，回轉尋求神，有勇氣放心

生活。 

 
  

 

陳麗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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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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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章、雅歌書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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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香港疫情，4 月 26 日的主日崇拜仍不對外開放，事奉人員

除外，請會眾參與崇拜直播。查詢: 23469681 直播: 

fb.com/cmaltc。 

4) 2019-2020 年度第三季成人年主日學現接受報名，所有課程

暫定以 zoom 網上授課，直至另行通知。有興趣參加的弟兄

姊妹可參閱藍田堂網站、facebook 刊登的海報有關詳情，並

請遞交網上報名表：https://bit.ly/2RMa418。 

截止報名日期為 5 月 3 日下午 2: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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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成人主日學 

(中級) 

同遊《撒母耳記》第三

站 ─  大衞王朝的興起 
江慕慈姑娘 

9/5/2020 (六) - 

11/7/2020 (六) 

下午 3:30-4:30 

成人主日學 

(進深) 

基督教屬靈修養 麥志成牧師 10/5/2020 (日) -

12/7/2020 (日) 

上午 11:45-12:45 

成人主日學 

(高中) 

門徒生命重整之旅  劉浩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導師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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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之奉獻記錄正在處理中，因應疫

情，本堂將以「短訊」通知會眾奉獻金額以作報稅之用，如會

眾欲領取印刷收據或電子收據，請通知行政部，截止日期：5

月 9 日下午 3 時正。 

7) 麥志成牧師於今天早上外出證道。 

8) 傳道人江慕慈姑娘於 4 月 23-24、28-29 及 5 月 2 日放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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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