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五月三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四主日 (白)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23 篇 (舊約 777 頁) 眾立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3. 讚美：基督耶穌今復生 (生命聖詩 137 首) 眾立 

1 基督耶穌今復生，哈利路亞！天使世人同歡欣，哈利路亞！ 

高唱歡樂凱旋歌，哈利路亞！諸天大地同唱和，哈利路亞！ 

2 慈愛救贖大功成，哈利路亞！戰爭完畢主得勝，哈利路亞！ 

衝破死亡主復生，哈利路亞！樂園大門主已開，哈利路亞！ 

3 榮耀君王已復生，哈利路亞！死亡毒鈎有何害？哈利路亞！ 

我主捨命救眾生，哈利路亞！死亡權勢今何在？哈利路亞！ 

4 主復活帶我高升，哈利路亞！誠心跟隨尊榮主，哈利路亞！ 

效主樣式亦復生，哈利路亞！經歷十架亦得勝，哈利路亞！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耶穌不改變 (生命聖詩 279 首) 眾坐 

1 何等榮耀美好消息，信者蒙恩典：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耶穌不改變。 

祂仍樂意拯救罪人，醫治眾疾病， 

安慰傷心平息風浪，榮耀歸主名。   ** 

2 救主耶穌罪人良友尋找失喪者， 

罪人請來俯伏主前，認罪必得赦。 

昔主恩典今仍彰顯，主言赦罪戾， 

“我也不定你的過犯，不要再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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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3 主在昔日曾顯大能，醫治人病苦， 

今日依然主言一出，憂病都消除。 

當日婦人一摸主衣，即時得痊愈， 

今日因信主仍醫治，主恩典豐富。   ** 

4 昔日主往以馬忤斯，同走有門徒， 

今主與我同走一路，不離我半步。 

不久我要再見主面，願此日快現， 

與昔日升天時一樣，主仍不改變。   ** 
 

**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耶穌不改變， 

天地縱變，耶穌依然，耶穌不改變。 

榮耀歸主名，榮耀歸主名， 

天地縱變，耶穌不變，榮耀歸主名。 

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翰福音 10 章 1-10 節 (新約 157 頁) 

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羊圈， 

倒從別處爬進去的，就是賊，就是強盜。 

2 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3 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 

4 當他把自己的羊都放出來，就走在前面， 

羊也跟著他，因為牠們認得他的聲音。 

5 羊絕不跟陌生人，反而會逃走， 

因為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 

6 耶穌把這比方告訴他們，但他們不明白他所說的是甚麼。 

7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8 凡在我以前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沒有聽從他們。 

9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得安全， 

並且可進出，找到草吃。 

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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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2 章 20-25 節 (新約 371 頁) 

20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而忍耐，有甚麼可稱讚的呢？ 

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這在神看來是可讚許的。 

21 你們蒙召就是為此，因為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為要使你們跟隨他的腳蹤。 

22 「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 

23 他被辱罵不還口，受害也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託給公義的審判者。 

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你們得了醫治。 

25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卻歸回你們靈魂的牧人和監督了。 

7. 回應 (奉獻)：天父必看顧你 (生命聖詩 52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2 章 4-12 節 (新約 111 頁) 眾坐 

4 「我的朋友，我對你們說， 

那最多只能殺人身體而不能再做甚麼的，不要怕他們。 

5 我提醒你們該怕的是誰： 

該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把人扔在地獄裏的。 

是的，我告訴你們，正要怕他。 

6 五隻麻雀不是賣二銅錢嗎？但在神面前，一隻也不被忘記； 

7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數過了。 

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的麻雀還貴重！」 

8 「我又告訴你們，凡在人面前認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 

9 在人面前不認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認他。 

10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 

但是褻瀆聖靈的，總不得赦免。 

11 有人帶你們到會堂、官長和掌權的人面前， 

不要擔心怎麼答辯，說甚麼話； 

12 因為就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該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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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神保守、神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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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難測之恩 (恩頌聖歌 177 首) 眾坐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萬變中歌頌主 (恩頌聖歌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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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證主協會所有，

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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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5月10日) 復活期第四主日（白）(5月3日) 聖餐

*** 合 堂 *** *** 合 堂 ***

陳志輝先生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林美荃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呂潔儀執事

何美寶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潘裕文姊妹

暫　停

當值執事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暫　停 暫　停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雷偉勝執事

上週奉獻總數: $194,065 上月奉獻總額: $426,573  (包括發展及購堂: $43,060)

本週獻花: 葉玉娥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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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80 主知名 3100 *0081 主知名 100 *0082 主知名 2000 *0083 主知名 4000 *0084 主知名 1000
*0085 主知名 10000 *0086 主知名 120000 S958 主知名 500 S959 主知名 1500 S979 主知名 7500
T138 主知名 2400 T139 主知名 6000 T142 主知名 1000 T502 主知名 8700 T943 主知名 3000
U497 主知名 8500 U499 主知名 1000 U542 主知名 1500

感恩 : U497 主知名 2000 U499 主知名 1000
發展 : *0079 主知名 4000 *0081 主知名 100
教育 : S955 主知名 2000 S957 主知名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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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疲勞 

  香港最近疫情好像漸趨好轉，大家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畢竟我們已被疫症

纏繞了三個月，每天都是精神緊張的過活：出外戴口罩、經常洗手、家居常常清

潔、與人保持距離，有一段時間還要四處搜購口罩、清潔用品，然後又要火速搶

購大米、廁紙，政府實行「限聚令」之後，生活更是步步為營，小孩不用上課，

家長又煩惱小孩的活動，可以想像大家是那麼渴望過正常的生活了。 

 
  然而有專家卻提醒我們不要鬆懈，因為疫症還沒真正過去，在這時候出現

「疫症疲勞」現象，恐怕會功虧一簣，疫情會因為我們疏忽而再次變壞。所謂

「疫症疲勞」就是經過長時間繃緊警戒，大家都開始出現勞累，當疫情稍為和

緩，更會使人疏懶起來，不再積極保持衛生，這時候病毒就會再次乘虛而入，所

以大家還是忍耐一下，曙光就在天邊。 

 
  由此而提醒我們—基督徒在對抗罪惡時，何嘗不會出現「疫症疲勞」的現

象？彼得警告：「務要謹慎，要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

走來走去，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換言之那引誘人犯罪的魔鬼，無時

無刻都在等候機會，看準信徒疏於防備，就會叫人踏入罪惡的陷阱之中。因此保

羅勸勉：「所以，我們不要沉睡，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慎。」（帖前 5：6），

意思就是常常保持清醒，才可認出魔鬼的詭計。我們可以對抗罪惡，完全是依賴

神的力量，所以就要保持與神有良好的關係：敬拜、禱告、讀神的話語是不可少

的，當然這些屬靈操練做多了，就會出現疲勞，我們就會疏懶起來。 

 
  已經不見大家有兩個多月，完全只倚靠網上來牧養，實在不知道大家與神關係

如何？會不會有人出現屬靈的「疫症疲勞」，就在這段令人身心俱疲的日子，被咆

哮的獅子看上了，到可以重回神家時已經失落了？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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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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加拉太書 2-6 章、以賽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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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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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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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gle/t1UMvsqzFgveC33DA， 

截止報名日期為今日下午 2: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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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會友廖瑞旭弟兄於 4 月 28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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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t1UMvsqzFgveC33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