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陳志輝先生 

傳道：  麥志成牧師、尚佩冰牧師（部份時間）、朱美儀姑娘、陳麗樟姑娘、 

     劉麗梅姑娘（部份時間）、江慕慈姑娘 

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幹事：陳可媚姊妹    加入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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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後第六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50 篇 1-6 節 (舊約 808 頁) 眾立 

啓：1 大能者神－耶和華已經發言呼召天下，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 

應：2 從全然美麗的錫安中，神已經發光了。 

啓：3 我們的神要來，絕不閉口； 

有烈火在他面前吞滅，有暴風在他四圍颳起。 

應：4 他呼召上天下地，為要審判他的子民： 

啓 5 「召集我的聖民，就是那些用祭物與我立約的人， 

到我這裏來。」 

合：6 諸天必表明他的公義，因為神是施行審判的。 

3. 讚美：上主，永恆聖光 (普天頌讚 197 首) 眾立 

1 上主，永恆聖光，因祢所賜應許： 

我眾亞伯拉罕後嗣宣祢尊名榮譽。 

懇求悦納祭品，開啟信仰人生， 

烈火熊熊，改變、熬煉、更新戰慄心靈。 

2 祢曾立在高山，彰祢榮光威煌， 

異采華輝奇妙無匹，深奧真理掩藏— 

何等“可畏”雲彩—至今聲、形無異： 

描繪神子尊貴難述，威榮超越言辭！ 

3 展望來日光輝：基督從天降臨， 

揭示永生，將我改變—身體取主榮形！ 

萬有共仰同瞻顯赫偉大神光， 

平安、真理遍漫寶座，公義普世流長！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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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山上榮光相輝映 (普天頌讚 198 首) 眾坐 

1 耶穌基督我救主，從那聖山下來：重温這奧妙事情， 

 聖言寶貴、精采。憑信察看獲真知：基督倍添榮光， 

 更深尊崇歸上主，此生體驗、顯彰。 

2 降卑基督變形像，站立榮輝之中，神聖光明極耀目， 

 肉眼無法納容。有聲來自至高處，見證奧祕乾坤： 

 神説：“這是我愛子”—神性身分確認。 

3 獨生之子掩光輝，且看下山之路：順應天父之吩咐， 

 踏上十架之途。尋求虛己盡卑躬，走進憂苦深淵， 

 受羞辱、欺壓、低貶，負荷豈可言傳！  （間奏） 

4 看主美妙的結局，仁愛是祂美名，耶穌一山又登臨— 

 被釘受辱山頂，定意捨身十架上，痛苦自甘盡嘗， 

 呈獻聖潔的靈魂，罪奴得主釋放。 

5 山巔變像光輝主，神子犧牲榮形！揚起歡呼述奇事， 

 喜樂平安充盈。聖山崇尊、稱頌主：神聖、權柄顯露！ 

 加略山宣祂尊名—我們救贖恩主！ 

6. 誦讀經文 眾坐 

哥林多後書 4 章 1-6 節 (新約 273 頁) 

1 所以，既然我們蒙憐憫受了這事奉的責任，就不喪膽， 

2 反而把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曲解神的道，
只將真理顯揚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薦給各人的良心。 

3 即使我們的福音被遮蔽，那只是對滅亡的人遮蔽。 

4 這些不信的人被這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 

使他們看不見基督榮耀的福音。基督本是神的像。 

5 我們不是傳自己，而是傳耶穌基督為主， 

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 

使我們知道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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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9 章 2-9 節 (新約 66 頁) 

2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 

領他們悄悄地上了高山。他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 

3 衣服放光，極其潔白，地上漂布的人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
4 有以利亞和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與耶穌說話。 

5 彼得對耶穌說： 

「拉比，我們在這裏真好！我們來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6 彼得不知道說甚麼才好，因為他們很害怕。 

7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又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從他！」 

8 門徒連忙向周圍觀看，不再看見任何人， 

只見耶穌同他們在一起。 

9 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人中復活，你們不要把所看到的告訴人。」 

7. 回應 (奉獻)：奉獻所有 (生命聖詩 461 首) 眾坐 

8. 執事新春分享 眾坐 

9. 信息經文：詩篇 69 篇 30-33 節 (舊約 828 頁) 眾坐 

30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尊他為大！ 
31 這就讓耶和華喜悅，勝似獻牛，獻有角有蹄的公牛。 
32 謙卑的人看見了就喜樂；尋求神的人，願你們的心甦醒。 
33 因為耶和華聽了窮乏的人，不藐視被囚的人。 

10. 信息：有角有蹄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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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應：讚美我天父 (青年新歌 15 首) 眾立 

讚美我天父！感恩之心同聲讚頌！ 
讚美我天父！因祂施恩典、憐恤、赦免！ 
讚美我天父！天空中小鳥祂顧念！ 
君尊與威榮，萬物遍地頌揚主至聖！ 
讚頌歌唱，來傳頌我主威權！ 
祂賜歡慶在普世！ 
常同在存憐憫終不改變！ 
大地、海洋、並天上全屬上帝手創！ 
以恩愛和能力祂統管宇宙， 
興起！榮耀永歸聖父！ 
讚揚永歸天父．並主基督、寶貴聖靈， 
邦國、民族高唱，願普世讚歌獻上帝！ 
尊貴永屬三一主！ 
歌韻稱讚唱頌主尊名！ 
歡然讓愛溢滿心，榮耀我主， 
稱讚祂至聖！讚我主至聖！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與主更親近 (生命聖詩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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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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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利珍寶姊妹 呂潔玲姊妹暫　停

-　-

暫　停

林溢敏姊妹

陳雋明弟兄

黃佩貞執事 李婉貞執事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暫　停 暫　停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葉德誠弟兄 簡雪萍姊妹

麥志成牧師

呂潔玲姊妹

麥志成牧師

鄺淑芬姊妹 甄樂陶弟兄

李敬因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一主日 (紫)(2月21日) 顯現期後第六主日(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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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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或

登入 https://forms.gle/ikCZXansigYqdRZy9 填寫「網上崇拜出席

記錄」，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提多書 1-3 章、腓利門書 1

章、雅各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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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5 日(明天)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執事會訂於 2 月 18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

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6) 本堂詩班招募弟兄姊妹參與詩班司琴事奉，可與盧影媚姊妹、

傳道人陳志輝先生聯絡及查詢詳情。(建議須考獲鋼琴或風琴八

級以上) 

7) 會友巫慧芳姊妹於 2 月 9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ikCZXansigYqdRZy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