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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四月四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主日 (白/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8 篇 1、21-24 節 (舊約 884 頁) 眾立 

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21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22 匠人所丟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23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 
2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3. 讚美：光榮屬主 (普天頌讚 265 首) 眾立 

1 光榮屬上主，聖子已復生； 
 勝利永屬基督，征服死權能！ 
 天使穿著白衣，墓石早輥開， 
 頭巾、麻布尚存，身體已不在。  ** 
2 看!我主耶穌墳墓中復生； 
 慈顏向眾顯露，憂懼不再萌。 
 教會信眾歡然高唱凱旋歌， 
  因主今已復生，死鈎可奈何？   ** (間奏) 
3 光榮生命主，我今篤信恆！ 
 生命於我何取，倘主非我朋？ 
 藉主永遠大愛得勝且有餘， 
  約但河谷穩渡，往天家安居。   ** 
 
** 光榮屬上主，聖子已復生； 
 勝利永屬基督，征服死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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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頌禱 眾立 

復活節期 (普天頌讚 280 首) 

啓：耶穌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應：讚美主，基督已經復活，祂真的復活了！ 
啓：基督活在人類之中，曾受死，卻復活， 
 現在永永遠遠地活着， 
 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應：讚美主，基督已經復活，祂真的復活了！ 
啓：基督已驅除我們心中一切疑惑與懼怕， 
 讓我們全心全意地信靠祂。 
應：讚美主，基督已經復活，祂真的復活了！ 

復活節期禱文 (禱文二) (普天頌讚 282 首) 

啟：求主使我們與耶穌一同在復活的道途上行走。 

應：主啊，引領我們！ 

啟：使我們時常思念天上的事情，並以開敞的心懷容納別人。 

應：主啊，教導我們！阿們。 

5. 歌頌：基督復生永掌權 (普天頌讚 281 首) 眾坐 

1 耶穌躺臥冷冰墓穴，死亡似得勝；  
地獄權勢豈可拘禁？出死主復生！  **  

2 地獄強權囂張橫行，主被釘十架；  
祂卻傾流寶血誇勝，死、罪主踐踏。 **  

3 死亡恐嚇今已消除，主愛贏冕冠。  
黑暗囚奴應當細聽，崩塌獄牆垣！  ** (間奏)  

4 勝死復活，高升天庭，尊崇愛的王，  
喜樂稱揚頌歌不絶，歡聲響萬邦。  **  

 
** 基督復活！基督復活！克勝死權勢！克勝死權勢！  

基督復活！基督復活！祂永執掌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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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25 章 6-9 節 (舊約 1033 頁) 

6 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擺設宴席， 
 有肥甘與美酒，就是滿有骨髓的肥甘與精釀的美酒。 
7 在這山上， 
 他必吞滅那纏裹萬民的面紗和那遮蓋列國的遮蔽物。 
8 他已吞滅死亡直到永遠。 

 主耶和華必擦乾各人臉上的眼淚，在全地除去他百姓的羞辱；
這是耶和華說的。 

9 到那日，人必說： 
 「看哪，這是我們的神，我們向來等候他，他必拯救我們。 
 這是耶和華，我們向來等候他， 
 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使徒行傳 10 章 34-43 節 (新約 196 頁) 
34 彼得開口說： 

「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 
35 不但如此，在各國中那敬畏他而行義的人都為他所悅納。 
36 神藉著耶穌基督—他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福音， 
 把這道傳給以色列人。 
37-38 這話在約翰傳揚洗禮以後，從加利利起，傳遍了猶太。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了拿撒勒人耶穌， 
  這都是你們知道的。 
  他到處奔波，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 
  因為神與他同在。 
39 他在猶太人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 
 有我們作見證人。他們竟把他掛在木頭上殺了。 
40 第三天，神使他復活，使他顯現出來； 
41 不是顯現給所有的人看， 
 而是顯現給神預先所揀選為他作見證的人看， 
 就是我們這些在他從死人中復活以後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42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 
 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審判者。 
43 眾先知也為這人作見證：凡信他的人， 
 必藉著他的名得蒙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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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基督已復活 (普天頌讚 268 首) 眾坐 

1 受造諸天稱頌主，基督已復活，阿利路亞！ 

 天上星宿稱頌主。向主唱新歌，阿利路亞！ 

2 日月稱頌主，基督已復活，阿利路亞！ 

 黑夜白晝稱頌主。向主唱新歌，阿利路亞！ 

3 寒霜稱頌主，基督已復活，阿利路亞！ 

 雪與冰稱頌主。向主唱新歌，阿利路亞！ 

4 火與熱稱頌主，基督已復活，阿利路亞！ 

 光輝與黑暗稱頌主。向主唱新歌，阿利路亞！ 

5 正義的心靈齊稱頌主，基督已復活，阿利路亞！ 

 謙讓者、聖徒齊稱頌主。向主唱新歌，阿利路亞！ 

8. 回應 (奉獻)：I sing the Mighty Power of God 眾坐 

9.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5 章 17-26 節 (新約 95 頁) 眾坐 

17 有一天，耶穌教導人，有法利賽人和律法教師在旁邊坐著；
 他們是從加利利各鄉村、猶太和耶路撒冷來的。 

 主的能力與耶穌同在，使他能治好病人。 

18 這時，有些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 

 要把他抬進去放在耶穌面前， 

19 卻因人多，找不出法子抬進去，就上了房頂， 

 從瓦間把他連褥子縋到當中，在耶穌面前。 

20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說：「朋友，你的罪赦了。」 

21 文士和法利賽人就開始議論說： 

 「這個人是誰，竟說褻瀆的話？ 

 除了神一位之外，誰能赦罪呢？ 

22 耶穌知道他們所議論的，就回答他們說： 

 「你們心裏為甚麼議論呢？ 

23 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哪一樣容易呢？ 

24 但要讓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 

 他就對癱子說：「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25 那人當著眾人面前立刻起來， 

 拿了他所躺臥的褥子回家去，歸榮耀給神。 

26 眾人都驚奇，也歸榮耀給神，並且滿心懼怕，說： 

 「我們今日看見不尋常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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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醫治的主 眾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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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聖餐：祢滿足飢渴心 (普天頌讚 444 首 v2、5 節) 眾坐 

** 祢滿足每顆飢渴心，從天賞賜豐隆， 
 屬天之糧求今賜下，我靈重得強健。 
 
2 以歡樂唇同聲獻詩，感恩之歌高唱， 
 罪人蒙赦今親慈顏，神人愛筵同享。  ** 
5 十架之上盡捨己身，願我效主榜樣， 
 榮耀主名，服務人群，仁愛與道顯彰。  **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Alleluia, Give thanks to risen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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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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司數: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趙惠蘭姊妹 丘嘉敏姊妹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和平: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金)(4月11日) 復活主日(白/金)(4月4日) 聖餐

*** 合 堂 *** *** 合 堂 ***

陳志輝先生

林美荃姊妹

李文耀博士

黃翰濤弟兄

柯思敏姊妹 謝月芬姊妹

余文耀執事 黃香娣姊妹

待定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雅媛姊妹 甄樂陶弟兄

張淑敏姊妹 陳喜洋弟兄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鄺淑芬姊妹

李燕怡姊妹 周潔頤姊妹

柯思敏姊妹 黃菁菁姊妹

葉德誠弟兄 陳其銘弟兄

余文耀執事 蔡頴鈞執事

--

梁铭章 李淑蓮姊妹

朱滔聰弟兄 林義妹姊妹

錢敏琪姊妹

陳雋明弟兄

黃樂恩小朋友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曾樂兒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葉翠妍姊妹

鄧玉芬姊妹

周敏儀姊妹

鍾晞呈小朋友

郭小姬姊妹

呂潔玲姊妹

林溢敏姊妹

葉翠妍姊妹

朱曉彤小朋友

郭小姬姊妹

劉曉霖小朋友

朱美儀姑娘

周敏儀姊妹 林溢敏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周潔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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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

參與本堂聚會。 

2)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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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YPG75CbM9ky3J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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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若出現情緒波動、面臨抉擇及生活需要等問題，請

與本堂牧者聯絡，會盡力傾聽、舒解及代禱。 

4) 4 月 5 (一)、6 (二)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本堂將於 4 月 24 日（六）晚上 7:00 舉行「變幻中的平安」

佈道會，由余德淳博士主講。佈道會暫定以網上直播形式進

行，若繼續放寬宗教聚會，佈道會將同時以直播及實體聚會

進行，請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參與。另外，有志作陪談員及招

待員的肢體請先行報名，若能安排實體聚會將會盡快落實陪

談及招待安排，請使用圖書閣對出間隔上報名表，亦可登入

https://forms.gle/UTogUN2udLzqtxrL9 報名。 

6) 本年度奉獻收據會以「電子收據」於 4 月 26 日後以電郵發

送。會友欲更改電郵信箱地址或希望以其他形式領取收據，

請登入 https://forms.gle/SfAYM6ULNoGbV19d8 填寫資料。

截止日期：4 月 25 日下午 1 時正。 

7) 鄧洛霖弟兄與陳玉燕姊妹於 3 月 30 日誕下女兒，母女平安，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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