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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五月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33 篇 1、4-5 節 (舊約 787 頁) 眾立 

1 義人哪，你們當因耶和華歡呼，正直人理當讚美耶和華。 

4 因為耶和華的言語正直，他的作為盡都信實。 

5 他喜愛公義和公平，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 

3. 讚美：主死為何 (生命聖詩 123 首) 眾立 

1 你可知道有何事，令我激動樂如斯？ 

我有何獎賞能贏？我以何名字為榮？ 

耶穌，釘十架之主。 

2 誰勝最兇猛敵人？誰慰最悲苦之心？ 

心志輭弱誰興起？隱藏傷痛誰醫治？ 

耶穌，釘十架之主。 

3 是誰使生命活潑？是誰使死亡滅絕？ 

誰把我放其右邊，在無數天軍中間？ 

耶穌，釘十架之主。        (間奏) 

4 這是我所知大事，令我激動樂如斯。 

祂捨生命，勝死權，我惟信靠心意專， 

耶穌，釘十架之主。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萬古磐石為我開 (生命聖詩 190 首 1-3 節) 眾坐 

1 萬古磐石為我開，容我藏身在主懷， 

兵丁舉槍傷主脅，立時流出水與血， 

雙重醫治我罪過，罪刑，罪權皆得脫。 

2 縱然勤勞不罷休，亦不能達主要求， 

縱熱心能以持久，縱眼淚永遠淌流， 

仍不能贖我罪尤，惟有主能施拯救。 

3 兩手空空到主前，只有緊依十架邊， 

赤身求主賜衣服，無依靠望主恩勗， 

污穢奔至活泉旁，求主洗我免滅亡。 

 

 



 

 

2 

 

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翰福音 14 章 1-12 節 (新約 165 頁) 

1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2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 

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哪裏。 

4 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 

5 多馬對他說： 

「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去哪裏，怎麼能知道那條路呢？」 

6 耶穌對他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7 既然你們認識了我，也會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你們就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了。」 

8 腓力對他說：「主啊，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9 耶穌對他說： 

「腓力，我與你們在一起這麼久了，你還不認識我嗎？ 

看見我的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還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 

10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嗎？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 

而是住在我裏面的父在做他的工作。 

11 你們要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 

即使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工作信我。 

1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得比這些更大，因為我到父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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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2 章 2-10 節 (新約 370 頁) 

2 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初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 
好使你們藉著它成長，以致得救， 

3 因為你們已經嘗過主恩的滋味。 
4 要親近主，他是活石，雖然被人所丟棄， 

卻是神所揀選、所珍貴的。 
5 你們作為活石，要被建造成屬靈的殿，成為聖潔的祭司， 

藉著耶穌基督獻上蒙神悅納的屬靈祭物。 
6 因為經上說： 

「看哪，我把一塊石頭放在錫安— 
一塊蒙揀選、珍貴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 

7 所以，這石頭在你們信的人是珍貴的； 
在那不信的人卻有話說： 
「匠人所丟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8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使人跌倒的磐石。」 
他們絆跌，因為不順從這道，這也是預定的。 

9 不過，你們是被揀選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 
是神聖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要使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 「你們從前不是子民，現在卻成了神的子民； 
從前未曾蒙憐憫，現在卻蒙了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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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章 11-24 節 (新約 118 頁) 眾坐 

11 耶穌又說：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12 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 
他父親就把財產分給他們。 

13 過了不多幾天，小兒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 
往遠方去了。在那裏，他任意放蕩，浪費錢財。 

14 他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恰逢那地方有大饑荒，就窮困起來。 
15 於是他去投靠當地的一個居民，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 
16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甚麼吃的。 
 
 
 

 



 

 

4 

 

17 他醒悟過來，就說： 
『我父親有多少雇工，糧食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嗎？ 

18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對他說： 
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19 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 
20 於是他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 

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 
跑去擁抱著他，連連親他。 

21 兒子對他說： 
『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22 父親卻吩咐僕人： 

『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23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來吃喝慶祝； 
24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 

他們就開始慶祝。 

9. 信息：你快樂嗎 眾坐 

10. 回應：主恩藉我傾 (青年新歌 14 首) 眾立 

1 在塵俗多變幻世間走過，每天困憂多掙扎， 
黑夜中閃耀出主愛真光，令眾心歡欣釋放。 ** 

2 願傳頌基督寶架施恩愛，成就救恩顯寬恕。 
因著祂生命必經歷改變：來用我一生宣告！ ** (間奏) 

3 既蒙上主供應也當施予，效法主基督的愛， 
幫助那軟弱的，關愛失喪，願這生忠主所託。**  

** 主恩藉我傾，願一生獻呈。活出新生，尊主至聖。 
主恩藉我傾，救主聽禱聲！盼祝福他人，今天將主證！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一生在神手中 (生命聖詩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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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麥志成牧師

楊穎君姊妹

連思樺姊妹 連卓欣弟兄

陳卓恩姊妹

張慧清姊妹 林燕芬姊妹

謝月芬姊妹

余文耀執事 鍾志堯弟兄

雷偉勝執事 陳可媚姊妹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余文耀執事

何美寶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潘裕文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六主日（白）(5月17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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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復活、盼望 

 

年輕的你於我們更早就離開了！ 

 

因為你的患病，所以認識到你。在患病期間，你不斷問及一個問題：「為何自

己這樣年輕，就患上這種病？」很惡的病，如此快就結束了人生。直到臨危

的日子，仍然問及「為何？」為何病得如此沉重？為何人生有那麼多的經驗

都不能去體會、未有自己的事業、未經驗婚姻？到最後的時刻，也繼續問到

為何這樣年輕，人生就要面臨終結？你表示會去問問天父… 

 

人生為何要面對苦難，苦難的源頭又是甚麼，究竟這類問題有沒有答案？這

些人生、神學的問題，相信過去幾千年當中，不斷有哲學家、神學家嘗試回

應，但有答案嗎？在僅有的知識下，也常常提醒自己回應苦難時，可能不是

尋找苦難原因、源頭，而在於苦難裡，人的日子可以如何走過。 

 

我們所領受的救恩，本來就很特別。若然要免去世人的罪，為何不是單單說

出人們的罪被赦免了，就可以成了？而神的獨生兒子-耶穌降生於地上，成為

人，經歷我們一樣的人生，最終釘死於十字架上-當時期羅馬最羞辱的刑具。 

 

「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 5:8) 

 

救恩的成就，卻是神的兒子在十字架死亡，而死亡對所有人來說，是人生最

懼怕、最軟弱的一刻。救恩顛覆了人的想法，藉著人世間以為軟弱的方法，

用死亡作為開始點，之後耶穌從死亡中復活；救恩為我們帶來人生盼望，因

為死亡並不是終結、死亡可以不可怕。神用十字架的救恩教曉世人，這位愛

人的神讓我們學會與祂一同前行，行這人生路，無論順或逆，我們一切的喜

與悲，祂都明白。祂保守著我們的心，讓人們能夠在任何光景，都可以因為

神的同在，而感到平靜安穩。 

 

十字架的救恩，引導我們不是要解釋苦難、不是去尋溯源頭，而是要向世人

說出-神與人同在，沒有人與事可以令我們懼怕，並且要緊記主耶穌已經復活，

人活著的每一天都可以心存盼望。  

 

 

 

 

陳志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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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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真道堂何美寶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以賽亞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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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香港疫情，今日、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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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堂 35 週年堂慶培靈會，將於 6 月 6 日(六)晚上 8:00-9:30 舉

行。主題：順逆從主的召命人生，講員：區伯平牧師 ─ 宣

道會香港區聯會義務牧顧長。聚會形式暫定網上直播，請參

閱本堂網頁及 facebook 有關詳情。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聚會。 

6) 會友廖瑞旭弟兄安息禮定於 5 月 22 日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

3 樓明樂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