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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月四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80 篇 7、18-19 節 (舊約 843 頁) 眾立 

7  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 
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18 這樣，我們就不背離你； 
  求你救活我們，讓我們得以求告你的名。 

同誦：19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 
    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3. 讚美：頌讚主聖名 (生命聖詩 63 首) 眾立 

1 頌讚榮耀都歸主宰，至高全能真神， 
 祂愛世人，差獨生子為人受死捨身。  ** 
2 主名超乎萬名之名，至高至尊至聖， 
 今坐父神寶座右邊，天使崇拜奉敬。  ** 
3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和平全能之君， 
 統治天下萬國萬民，掌權無窮無盡。  ** 
 
**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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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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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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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5 章 1-7 節 (舊約 1002 頁) 

1 我要為我親愛的唱歌，我所愛的、他的葡萄園之歌。 

 我親愛的有葡萄園在肥沃的山岡上。 

2 他刨挖園子，清除石頭，栽種上等的葡萄樹， 

 在園中蓋了一座樓，又鑿出酒池； 

 指望它結葡萄，反倒結了野葡萄。 

3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哪， 

 現在，請你們在我與我的葡萄園之間斷定是非。 

4 我為我葡萄園所做的之外，還有甚麼可做的呢？ 

 我指望它結葡萄，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 

5 現在我告訴你們，我要向我的葡萄園怎麼做。 

 我必撤去籬笆，使它被燒燬；拆毀圍牆，使它被踐踏。 

6 我必使它荒廢，不再修剪，不再鋤草，任荊棘蒺藜生長； 

 我也必吩咐密雲，不再降雨在其上。 

7 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他指望公平， 

 看哪，卻有流血；指望公義，看哪，卻有冤聲。 

 

腓立比書 3 章 4 下-14 節(新約 304 頁) 

4 下 若是別人以為他可以依靠肉體，我更可以。 

5  我出生後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 

  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 

6 就熱心說，我是迫害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 

 我是無可指責的。 

7 只是我先前以為對我是有益的， 

 我現在因基督的緣故而當作是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 

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而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基於信，從神而來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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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我認識基督，知道他復活的大能， 

 並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11 或許我也得以從死人中復活。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 

 而是竭力追求，或許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著的。 

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7. 回應 (奉獻)：一切獻在壇上 (生命聖詩 465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4 章 25-33 節 (新約 117 頁) 眾坐 

25 有一大群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26 「無論甚麼人到我這裏來， 

 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 

 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27  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28  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來計算費用， 

  看能不能蓋成？ 

29  免得安了地基，不能蓋成，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 

30  『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31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來酌量， 

 他能不能用一萬兵去抵抗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 

32 若是不能，他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 

 派使者去談和平的條件。 

33 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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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自己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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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守主餐 (生命聖詩 234 首) 眾坐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散會聖歌 (生命聖詩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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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錦雲姊妹 甄志賢弟兄 張金生弟兄 朱麗麗姊妹 鍾志堯弟兄 溫燕玲姊妹 余穎欣姊妹 古海劍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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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 暫　停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潘裕文姊妹

周寶頤姊妹 黃盛霞姊妹

柯思敏姊妹 謝月芬姊妹

陳國榮弟兄 簡雪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林殷宏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志輝先生

鄺淑芬姊妹

呂潔玲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綠）(10月11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綠）(10月4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64,975 上月奉獻總額: $274,759  (包括發展及購堂: $23,520)

本週獻花: 馬君思姊妹、李思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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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57 主知名 4400 *0258 主知名 2000 *0259 主知名 1800 *0260 主知名 200 *0261 主知名 1840
*0262 主知名 4500 S968 主知名 8700 U521 主知名 1000 U593 主知名 1600 U642 主知名 7500
U915 主知名 350 U921 主知名 3000 V031 主知名 1600 V035 主知名 500

感恩 : *0260 主知名 200 U521 主知名 600 U915 主知名 200 V035 主知名 500 V277 主知名 500
發展 : *0261 主知名 220 *0262 主知名 4500 V031 主知名 1600 W297 主知名 10000
差傳 : *0261 主知名 220
教育 : *0261 主知名 220 U106 主知名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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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拾辦公室 

 

 弟兄姊妹大概早已知道筆者要退下來了—仍未能習慣退休這名詞，事實上仍

會留在藍田堂事奉，只是不再擔當堂主任，所以就得把辦公室騰出來了，認識

筆者的都知道我的辦公室是多用途的，既是兒童遊樂場，也是餵小孩的地方，

當然也有受傷的弟兄姊妹在此留下不少眼淚，既是筆者創作的地方：兒童故

事、講道用的道具、閒來作畫的畫室，還收藏了眾多魔術用具，當然少不了數

不清的書本，平日桌子根本是慘不忍睹，現在都要一一清理出來。 
 
 深知要收拾這個殘局須時，所以早在幾個星期前就開始，搬過房子的人都知

道，我們對許多舊東西都難捨難離，要徹底清理就只有嚴格依從：沒有動過分

毫有一年的東西，都是不需要的，送出去或丟掉就對了，而那些有記念價值的

東西都是沒有價值的，只有記在腦海中或寫下來，就不會忘記了，於是就寫下

幾件難忘的經歷： 
 
 想不到在文件堆中還夾雜著五年前的身體檢查報告，厚厚的公文夾都是一些

看不明白的名詞，和嚇怕人的身體內臟圖片，當年患病的景象還歷歷在目，大

多數醫生都覺得藥石無靈，自己也「欣然」接受神的安排—是時候停下來，然

而沒有人確實知道神的心意，他原來要在筆者身上彰顯大能，就在路的盡頭，

開出一條羊腸小徑，還要筆者走下去，向大家宣揚神的大能。 
 
 有些東西是不能丟棄的—只能送出去，書本是其中之一，因為喜歡看書，所

以藏書雖不至於汗牛充棟，也足以把書架都壓垮，已多次清理書架，把書送給

弟兄姊妹，希望大家都能享受當中的樂趣，這也是筆者致力推廣的，特別在這

個不注重真知灼見的世代，人人都自命不凡—自以為是，取過筆者書的固然要

努力啃書，不大看書的你，更要洗心革面，拿起書來讀了。 
 
 當然最難捨難離的就是一堆舊照片，它們都代表了不同的人物、故事，是執

拾時最花時間的—回味、感恩、禱告，一張照片上有兩位年青女孩，是十多年

前聖經班的助教，自此就再沒有見過她們，她的母親早年從內地來港，滿心歡

喜的預備迎接兩個申請來港的女兒，很艱難才獲分配公屋，就四處張羅別人不

要的家具，當年筆者一家往外地進修，家中有不少的家具都送給這位姊妹，還

記得那是臨離開前一天，桌椅等都送給她，因為自己也在執拾，所以只有眼看

著她辛辛苦苦的拉著沉重的家具上路，到如今對此仍耿耿於懷：為什麼當日不

騰出時間來幫助她？因為身在外地不久，就聽聞噩耗—姊妹患病迅速離世，以

後她的兩個女兒只能短暫來港，在教會的聖經班幫忙，以後就回內地生活，只

知她們都很努力讀書。 
 
 只能執拾到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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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以西結書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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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大會暨 2021 及 22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18 日早上
11:35 舉行，因應疫情及須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是次會友
大會或未能容納所有會眾出席，因此，本堂已準備會友大
會委任代表的文書連同議程郵遞給持有投票權的會友，請
按信件指引以 1 或 2 方式回覆，截止日期為 10 月 16 日上
午 11:35。 

4)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25/10、1/11、8/11、15/11、
22/11、29/11 進行，共六堂，上課時間為下午
1:00-2:00。凡有意於今年 12 月 25 日洗禮者，
請登入以下網址 https://bit.ly/2YiYLB1 或用二
維碼填寫表格。 

5) 於 10 月 2 日上午已完成全堂噴灑消毒。 

6)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於 10 月 18 日（日）下午 3:00 舉行網
上佈道會，講員：沈祖堯教授、見證：司徒永富博士。
題目：「逆轉人生」，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亦可邀請
未信主的親友參與。會眾按時登入
https://www.facebook.com/cmacuhk.evangelism 

7) 會友伍美娟姊妹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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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