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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145 篇 1-2、8-9 節 (舊約 912 頁) 眾立 

1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2 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8 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 

9 耶和華善待萬有，他的憐憫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3. 讚美：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眾立 

1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為大，恩澤無限，使我心靈歌唱； 

 主言可靠，充滿寶貴應許；我靈，我心，因救主得歡暢。 

2 我靈，我心，宣揚主名為大，宣揚祂大能膀臂成善功； 

 自始至終，祂恩德永確實；主，大能聖者，堪當受敬崇。 

3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大能，世上掌權者都向主下拜； 

 祂面光中，強傲者必奔逃，謙虛者得升高，飢渴得飽。(間奏)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說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跟隨耶穌 (生命聖詩 349 首) 眾坐 

1 我聽見救主的呼召，我聽見救主的呼召， 

 我聽見救主的呼召，“背你十架跟我行一路。＂ ** 

2 必隨主到客西馬尼，必隨主到客西馬尼， 

 必隨主到客西馬尼，我必隨主，隨主行一路。  ** (間奏) 

3 主必賜我恩典光榮，主必賜我恩典光榮， 

 主必賜我恩典光榮，主必同我，同我行一路。  ** 
 
**主領我何往必跟隨，主領我何往必跟隨， 

 主領我何往必跟隨，我必隨主，隨主行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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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55 章 6-9 節 (舊約 1092 頁) 

6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在他接近的時候求告他。 

7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應除掉自己的意念。 

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憫他； 

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他必廣行赦免。 

8 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這是耶和華說的。 

9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腓立比書 1 章 12-14、27-30 節 (新約 301 頁) 

12 弟兄們，我要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反而使福音更興旺， 

13 以致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都知道我是為基督的緣故 

 受捆鎖的； 

14 而且那在主裏的弟兄，多半都因我受的捆鎖而篤信不疑， 

 越發放膽無所懼怕地傳道。 

27 最重要的是：你們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這樣，無論我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 

 都可以聽到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 

 站立得穩，為福音的信仰齊心努力， 

28 絲毫不怕敵人的威脅；以此證明他們會沉淪，你們會得救， 

 這是出於神。 

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為他受苦。 

30 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曾在我身上見過、 

 現在所聽到的是一樣的。 

7. 回應 (奉獻)：效聖徒盡忠 (生命聖詩 385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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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經文：以斯拉記 7 章 1-10、27-28 節 (舊約 654 頁) 眾坐 

1 這些事以後，波斯王亞達薛西在位的時候， 

 有個人叫以斯拉，他是西萊雅的兒子， 

 西萊雅是亞撒利雅的兒子，亞撒利雅是希勒家的兒子， 

2 希勒家是沙龍的兒子，沙龍是撒督的兒子， 

 撒督是亞希突的兒子， 

3 亞希突是亞瑪利雅的兒子，亞瑪利雅是亞撒利雅的兒子， 

 亞撒利雅是米拉約的兒子， 

4 米拉約是西拉希雅的兒子，西拉希雅是烏西的兒子， 

 烏西是布基的兒子， 

5 布基是亞比書的兒子，亞比書是非尼哈的兒子， 

 非尼哈是以利亞撒的兒子，以利亞撒是亞倫大祭司的兒子。 

6 這以斯拉從巴比倫上來，他是一個文士， 

 精通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 

 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為耶和華－他神的手幫助他。 

7 亞達薛西王第七年，有些以色列人、 

 一些祭司、利未人、歌唱的、門口的守衛、殿役， 

 上耶路撒冷去。 

8 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 

9 正月初一，他從巴比倫起程，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 

 因為他神施恩的手幫助他。 

10 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 

 又將律例典章教導以色列人。 
 
27 以斯拉說： 

 「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因他使王起這心願，使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得榮耀， 

28 他又在王和謀士，以及王所有大能的軍官面前施恩於我。 

 我因耶和華－我神的手的幫助，得以堅強， 

 從以色列中召集領袖，與我一同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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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主角出場了 眾坐 

10. 回應：願我為主活 (青年新歌 19 首) 眾立 

1 願我為主活，歷真意每天，一切手所作，願蒙主悅納；  

願放下己意，甘欣然順服，蒙福的旅程，我天天走上。 ** 

2 願我為主活，主甘為我死，釘身於苦架，背罪污羞恥； 

是這樣的愛，喚我降服主，寧跟主牽引，獻給祂一切。 **(間奏) 

3 願我為主活，在世每一天，心最想得到是蒙祂欣喜； 

助軟弱心靈到主裡安息，尋找失喪羊，因祂施拯救。 ** 

 

** 全然將身心給你，獻予基督恩主， 

你受死把我救贖，甘犧牲寧捨己； 

唯求恩主居心裡，完全執掌管理， 

立志奉獻每天為你基督只全為你。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Rejoice,o my soul Op.146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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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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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翠琴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暫　停

兒成合一崇拜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麗樟姑娘

黃翰濤弟兄

甄樂陶弟兄

暫　停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呂君達執事李燕怡執事

麥志成牧師

鄧美葆姊妹

陳卓恩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綠）(9月27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綠）(9月20日) 

上週奉獻總數: $163,584 本月累積奉獻: $163,584  (包括發展及購堂: $2,500)

本週獻花: 黃浩科夫婦、楊妙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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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27 主知名 6000 *0228 主知名 2000 *0229 主知名 500 *0230 主知名 7000 *0231 主知名 3000
*0232 主知名 200 *0234 主知名 3000 *0235 主知名 5000 *0236 主知名 10000 *0238 主知名 1750
*0239 主知名 16000 *0240 主知名 1000 *0241 主知名 4500 *0242 主知名 2000 *0243 主知名 1000
*0244 主知名 2000 *0245 主知名 1000 *0246 主知名 3000 *0247 主知名 8060 *0248 主知名 300
*0249 主知名 4000 *0250 主知名 1600 *0252 主知名 300 O414 主知名 1000 P687 主知名 10000
P961 主知名 5000 Q645 主知名 1600 R564 主知名 3200 T344 主知名 1000 T665 主知名 6000
U258 主知名 6000 U258 主知名 1000 U365 主知名 1500 U457 主知名 800 U477 主知名 2000

U609 主知名 1200 U809 主知名 2000 U885 主知名 11730 U912 主知名 100 V025 主知名 500
V030 主知名 3344

慈惠 : *0228 主知名 2000 *0252 主知名 300
感恩 : *0229 主知名 500 *0235 主知名 1000 *0237 主知名 3000 *0249 主知名 2000 *0252 主知名 300

U261 主知名 2000 U365 主知名 1500 U485 主知名 200 U913 主知名 1000 V032 主知名 1400
V032 主知名 1800

發展 : *0232 主知名 200 *0248 主知名 300 U457 主知名 2000
差傳 : *0252 主知名 300
鮮花 : *0239 主知名 500
其他 : *0252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20年8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4,336,307       461,970         419,840    7,000        1,310          10,310      23,510          

現金支出 3,903,613       491,856         442,453    1,000        -                 5,000        43,403          

現金流入/(流出) 432,694          (29,886)         (22,613)     6,000        1,310          5,310        (19,893)         

固定資產 13,646,109     13,646,109    329,136    -                -                 -                13,316,972   

銀行及現金結餘 3,457,892       3,457,892      1,057,442 633,332    1,038,672   131,765    596,681        

其他資產 39,859            39,859           25,459      -                -                 14,400      -                    

按揭貸款 (1,796,275)     (1,796,275)    -                -                -                 -                (1,796,275)    

其他負債 (877,936)        (877,936)       (875,736)   (2,000)       -                 -                (200)              
淨資產 14,469,649     14,469,649    536,301    631,332    1,038,672   146,165    12,11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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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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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願更多人成為神的兒女 

 

「兒子的名份 (adoption as sons)」在新約聖經一共出現了五次，全部屬

於保羅書信的觀點，源於希臘和羅馬的社會制度。「兒子的名份 (希臘

文:υἱοθεσίαν)」亦是一個新約時代的法律專業用語，保羅運用這詞語去

象徵和表達主要兩個意思：第一方面，神揀選以色列人成為祂的子民，視為自

己的兒子：「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的頒佈、敬拜

的禮儀、應許都是給他們的。(羅 9:4)」「兒子的名分」是神的選民在舊約之下

蒙神所賜的特權；在猶太人的生活中也有這情況，例如亞伯蘭還未有兒子的時

候，視家中某位僕人為兒子，將來繼承他的家業。第二方面，凡相信接受耶穌

基督的人，都享有神兒子的地位，那原本不是兒子的人被接納為兒子：「你們所

領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仍舊害怕；所領受的是兒子名分的靈，因此我們呼叫：

「阿爸，父！」。(羅 8:15)」保羅指出我們本不是神的兒子或女兒，但被神接

納為兒子，不單有兒子的地位（加 4:5），也有內心的感受，包括領受兒子的靈

（羅 8:15），聖靈在我們裡面作成神的兒子所應當是的、和所應當有的一切，

例如：稱呼神為阿爸父、天父，關心神的國神的家的事情，盼望別人歸信耶穌

一同成為神的兒女的心志和表現等。 

 

當信徒蒙救贖的時候，就已經得著「兒子的名分」(弗 1:5)。我們藉著耶穌

基督，成為神的後嗣，擁有兒子的名分和特權，這福份已經從猶太民族擴展至

萬國萬族身上（加 3:25-29），我們也被主耶穌差遣去領萬民作門徒，叫萬民萬

族都成為神的兒女，得著神兒子的名分。雖然今年藍田堂「變幻中的平安」佈

道會受著疫情的影響，舉辦日期一再延後，但願我們毋忘佈道之初心，常作準

備領人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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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以西結書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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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成主日學課程已個別上堂，上課形式仍以網上進行 (zoom 
meeting)，請已收連結之同學留意。 

課程名稱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 

高中主日學 

【門徒生命 

重整之旅 (下)】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9 月 13 日至 11 月 29 日 
(隔星期日) 晚上 8：30 至

9：30 

 

成人主日學 

【王朝輝煌的背後】 

江慕慈姑娘 9 月 20 日至 11 月 29 日 
(逢星期日) 
早上 11：45 
至 12:30 

 

4) 今年 10 月麥牧師已屆宣道會退休年齡，從 10 月 1 日起卸任藍
田堂堂主任一職。麥牧師已接納執事會邀請繼續全職於藍田堂
事奉，為期一年，由 2020 年 10 月 18 到 2021 年 10 月 17 日，
執事會議決委任陳志輝傳道由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為藍田堂堂
主任。 

5) 會友大會暨 2021-22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18 日早上 11:35
舉行，因應疫情，是次會友大會有機會不設實體，本堂已準備
會友大會委任代表的文書連同議程郵遞給活躍會友，請按信件
指引回覆，截止日期為 10 月 16 日上午 11:35。 

6)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7) 會友伍美娟姊妹於 9 月 13 日丁母憂(伍李惠珍夫人)，安息禮定
於 10 月 8 日晚上 7:30 在香港殯儀館 3 樓 306 室舉行，求主安
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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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宣道會 藍田堂 
 

致宣道會 藍田堂 各會友： 

主內平安！ 

2020 年會友大會 

 

藍田堂謹訂於 2020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上午 11 時 35 分 (合堂崇拜之後) 舉行 2020 年度會友大會商

討及議決下列事項:  

日期：2020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 時 35 分 (合堂崇拜之後) 

地點：宣道會 藍田堂 禮堂 :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議 程 

開會祈禱 

1. 通過大會議程 

2. 省覽及接納 2019 年度核數報告 

3. 聘用信茂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授權執事會釐定其酬金。 

4. 選舉新一屆執事 (新一屆執事名額八人，因候選人有八人，故將採取信任投票方式。) 

新一屆執事候選人： 陳永祐弟兄(上屆執事)、余文耀弟兄(上屆執事)、呂君達弟兄(上屆執事)、徐

俊榮弟兄(上屆執事)、蔡穎鈞姊妹(葡萄組)、黃佩貞姊妹(約書亞團)、鄭慧芝

姊妹(詩班)、陳貽添弟兄(男士組, 2018-2019 年執事) 

滿一年任期執事  ： 雷偉勝弟兄、李婉貞姊妹、莫雪貞姊妹 

滿兩年任期執事  ： 陳永祐弟兄、余文耀弟兄、呂君達弟兄、徐俊榮弟兄 

來屆卸任執事    ： 呂潔儀姊妹、李燕怡姊妹、林殷宏弟兄 

5. 報告及明年事工簡介 

6. 立志 

7. 結束祈禱 

8. 散會 

 
當日會友大會的法定出席人數須不少於有投票權的會友之二分之一, 故懇請各會友踴躍出席及投票。如會友無暇出席, 亦務

請填寫附上的表格一: 委任代表的文書, 委任代表代為出席。填妥及簽署的委任代表的文書必須於指定開會時間最少 48 小時

前 (即須於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11 時 35 分前) 電郵交回藍田堂的電子郵箱 (admin@cmaltc.org) 、或投入藍田堂門口的

信箱內。逾時遞交的委任代表的文書將概不受理。 

 

此致 

                  

弟兄/姊妹 

                         宣道會藍田堂執事會主席麥志成牧師敬上 

二零二零年九月廿日  

註: 1. 如會友需要於會前查閱核數報告，歡迎聯絡本堂辦公室查詢（電話：2346 9681）。 

2. 若會議前 4 小時仍懸掛 8 號或以上強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 會友大會將會順延至下一星期同一天的相同時間及地

點舉行。 

隨附件: 委任代表的文書 

mailto:admin@cmalt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