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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三主日（白）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約翰福音 4 章 23-24 節 (新約 144 頁) 眾立 

23 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 

24 神是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 

3. 讚美：擁戴我主為王 (生命聖詩 9 首) 眾立 

1 擁戴我主為王，聖羔在寶座上， 
請聽天上歌聲悠揚，樂聲壓倒群響， 
我靈速醒同唱，頌主為我受傷， 
歡呼祂為至大君王，千秋萬歲無疆。 

2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仁愛之王， 
祂手祂足肋旁受傷，今仍顯明天上， 
何等奇妙奧祕，發出榮美光芒， 
天使驚奇不敢仰視，一同俯首頌揚。 

3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和平之王， 
普天之下戰爭停息，和平統治四方， 
遍地禱頌聲揚，國權萬世永長， 
美花環繞曾受傷足，朵朵歷久芬芳。  (間奏) 

4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萬世之王， 
宇宙天體乃主創造，榮美無可比量， 
齊來頌讚救主！祢曾為我受死， 
讚美之聲永不止息，永遠感恩不已。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美哉主耶穌 (生命聖詩 65 首) 眾坐 

1 美哉主耶穌，宇宙萬物主宰！真神甘願降世為人； 
我心所景仰，我靈所尊崇，是我榮耀，冠冕，歡欣。 

2 青翠的草地，森林倍加美麗，全都披上彩艷春衣； 
耶穌更美麗，耶穌更聖潔，能使愁心歡唱不已。  (間奏) 

3 明麗的陽光，月亮倍覺清朗，繁星點點燦爛閃耀； 
耶穌更輝煌，耶穌更皎潔，天使榮光不足比較。 

4 榮美的救主，統管萬國萬民，祂是神子又是人子； 
榮耀與尊貴，頌讚與崇敬，都歸耶穌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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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16 篇 1-14 節 (舊約 8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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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死亡的繩索勒住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難愁苦。 
4 那時，我求告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啊，求你救我！」 
5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神有憐憫。 
6 耶和華保護愚蒙的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7 我的心哪！你要復歸安寧，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8 主啊，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淚， 

使我的腳不致跌倒。 
9 我行在耶和華面前，走在活人之地。 
10 我信，儘管我說：「我受了極大的困苦。」 
11 我曾驚惶地說：「人都是說謊的！」 
12 耶和華向我賞賜一切厚恩，我拿甚麼來報答他呢？ 
13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14 我要在他的全體百姓面前向耶和華還我所許的願。 
 
彼得前書 1 章 17-25 節 (新約 369 頁) 

17 既然你們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 
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18 你們知道， 
你們得以從你們祖先傳下來虛妄的行為中救贖出來， 
不是靠著會朽壞的金銀等物， 

19 而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的血。 
20 基督是神在創世以前所預知，而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的。 
21 你們也因著他而信那使他從死人中復活、又給他榮耀的神，

好讓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 
22 既然你們因順從真理而潔淨了自己的心靈， 

能真誠愛弟兄，就該以清潔的心彼此切實相愛。 
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會朽壞的種子， 

而是由於不會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永活常存的道。 
24 因為 
「凡血肉之軀的盡都如草，他的一切榮美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25 惟有主的道永遠常存。」這話就是傳給你們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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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奉獻)：憑信，不憑眼見 (普天頌讚 287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哥林多後書 5 章 11-21 節 (新約 275 頁) 眾坐 

11 既然我們知道主是可畏的，就勸導人； 

但是神是認識我們的，我盼望你們的良心也認識我們。 

12 我們不是向你們再推薦自己， 

而是要讓你們有誇耀我們的機會， 

使你們好面對那憑外貌、不憑內心誇耀的人。 

13 如果我們癲狂，是為神；如果我們清醒，是為你們。 

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這樣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16 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來認識人， 

縱使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 

如今卻不再這樣認識他了。 

17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18 一切都是出於神； 

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賜給我們。 

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使世人與自己和好， 

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並且將這和好的信息託付了我們。 

2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特使，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 

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吧！ 

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好使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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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在基督裡的嶄新生活 眾坐 

10. 回應：主是我萬有 (生命聖詩 387 首) 眾立 

1 求我心中王，成為我異象，我別無愛慕，惟主我景仰； 

充滿我思想，我心嚮往，睡着或睡醒，慈容是我光。 

2 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我願常跟隨，祢在我身邊； 

祢是我聖父，我是祢子，祢常居我心，我與祢合一。 

3 我不求虛名，也不求富有，祢是我基業，從今到永久； 

惟祢在我心，永遠居首，天上大君王，祢是我萬有。 

4 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陽，容我享天樂，我已打勝仗； 

我心屬祢心，永無變更，萬有的主宰，成為我異象。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倚靠永活主 (生命聖詩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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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值執事

暫　停 暫　停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陳志輝先生

同　工

同　工

林美荃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待　定 陳可媚姊妹

莫雪貞執事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吳慧儀愽士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潘裕圖弟兄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四主日（白）(5月3日) 聖餐復活期第三主日（白）(4月26日) 

上週奉獻總數: $81,620 本月累積奉獻: $232,508  (包括發展及購堂: $38,960)

本週獻花: 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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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74 主知名 3000 *0075 主知名 1000 *0076 主知名 10000 *0077 主知名 100 *0078 主知名 4000
R491 主知名 1500 S923 主知名 2000 S950 主知名 500 S951 主知名 1600 S952 主知名 250
S954 主知名 2000 S956 主知名 2000 T365 主知名 1000 T621 主知名 2500 T621 主知名 2500
T621 主知名 2500 T660 主知名 6000 T735 主知名 18170

感恩 : *0075 主知名 1000 R712 主知名 1000 S923 主知名 1000 U498 主知名 1000
發展 : *0077 主知名 100 N389 主知名 3000 R491 主知名 1500 S911 主知名 4000 S949 主知名 3000

S953 主知名 3000

差傳 : S923 主知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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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才看見《約二十章》 

 
【只有用心看才能看清楚，最重要的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小王子 

 

彼得和那門徒，被催促去尋找一位消失了的主。看見的，只是祂的痕跡。那門

徒腦海定會出現主曾對他們說的話，明白了？大概不是，太多疑問，亦太沉重、

疲累…..得回家讓自己放空，然後沉澱一下。 

 

馬利亞尋找的是一位過去的主，期望的只是一份舊有的感情，一種回憶。亦正

是這份感情，這種回憶，擦亮了被眼淚完全遮蓋的眼睛，看見復活主。不過，

她努力要抓住的，仍是這份感情和回憶。復活的主，和被釘的主也是差不多吧，

就是能在自己身邊就好了。但主的步伐，她跟得上嗎？ 

 

被困在屋內的門徒，迷惘無助，失卻踏出門外的勇氣。但又怎能怪他們呢？門

外實在有太多亦太難的事要他們去消化，面對。耶穌不見了，誰能告訴他們前

面要如何走呢？耶穌突如其來的出現，實在令他們又意外又欣慰。手上身上的

傷痕，現在仍需要再看嗎？就是它們，見證復活主能讓三尖八角、膽小脆弱、

遲鈍無知的門徒經歷生命的改變，成就無限的可能。那一口聖靈的氣，吹進了

他們心靈的最深處，驅散隱藏在裏頭幽暗、恐懼……燃點生命的潛能。這是創

造的復活主給他們極重要的禮物，以迎接天父為他們安排的精彩人生。 

 

他們告訴隊友多馬：已經看見主了。準確點說，是看見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主

了。現實的多馬，又怎能接受這樣的主呢？過往認真的跟隨白費了嗎？過往的

理想就讓它成為過去吧，明天沒有選擇，不要再談改變的可能。帶著釘痕的復

活主特意來見他，語重心長地想他知道：相信我，我會讓一切成為可能。 

 

「我的主，我的神！」是多馬的認信，是使徒的見証，讓歷世歷代的信徒用心

看見，以信和應。門外的風雨仍然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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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二十 29》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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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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中國神學研究院客席教授吳慧儀愽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雅歌書 3-8 章、加拉太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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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日、5 月 1 日為公眾假期，藍田堂暫停開放。 

5) 因應香港疫情，5 月 3 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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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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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gle/t1UMvsqzFgveC33DA。 

截止報名日期為 5 月 3 日下午 2:00。 

 
7) 本堂已用「短訊」通知會眾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之奉

獻記錄，如欲領取印刷收據或電子收據，請通知幹事，截止

日期：5 月 9 日下午 3 時正。 

8) 傳道人江慕慈姑娘於 4 月 28-29 及 5 月 2 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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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