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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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傳道：  尚佩冰牧師、孔啟源先生、陳志輝先生、鄧綺雯姑娘、朱美儀姑娘 

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加入通訊錄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義不容辭 

 
  主耶穌在升天前吩咐祂的使徒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 19-20) 這項大使命主耶穌不單是吩咐祂的使徒，更是要
一代接一代地不斷傳承，所以我們作基督徒的也身負這項救人的重任。主耶穌在大使
命中吩咐我們要“去”，顯出這是一項命令，每一位基督徒都沒有選擇權，是一定要 
“去”，要將主耶穌基督的救恩傳給萬民。“去”的原文是一個動詞，固此，要有實
際的行動才算是服從主的命令。 
 
  大使命分為兩部份，一是傳福音，二是栽培。我們對未信的人有責任；對慕道者
或初信者同樣有責任，當他們信主後，我們要關心和培育他們健康地成長。從大使命
看主耶穌對教會的要求，應該是教會的增長不單在量，也要重質。 
 
  保羅曾說：“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
禍了。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林前九 16-17)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在中國宣教五十多年，21 歲已到中國，他初到中國傳
福音時，正是太平天國和清軍作戰，但他沒有因此而害怕。他積極學習中文，為了得
到中國人的接受，他改穿中國服、蓄起辮子、吃中菜，目的都是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
戴德生曾說：“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
一條不給中國﹗”可見戴德生在中國人傳福音的事工上是全然委身的。 
 
  宋尚節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國的教會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佈道家。他曾獲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因為他成績優異，獲頒金鑰匙一枚。宋尚節在返回中
國途中，他把博士學位的證書、金鑰匙和榮譽獎章拋進海裡，以示他輕看世界名利地
位，並獻身傳道的決心。 
 
  戴德生和宋尚節傳福音的心志堅如磐石，至死未曾稍減，他們傳福音的心志是一
生一世的，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我們有服從主的命令嗎﹖有肩負起大使命的責任嗎﹖有好好裝備自己隨時作傳
福音的使者嗎﹖有把握傳福音的機會嗎﹖有委身傳福音的心志嗎﹖主耶穌給我們的
大使命是一生一世的，我們願意承諾一生一世隨時候命傳福音嗎﹖ 
 
  我們的教會將於 4 月 22 日舉行佈道會，傳福音是我們基督徒共同的天國事業，
願我們可以義不容辭地一起承擔大使命，把握今次領人歸主的機會，同心擴展神的
國。 
 

鄧綺雯姑娘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生命樹奧祕 (普天頌讚 216 首) (大齋期第二主日) ............. 眾  立 

蒙召此生作為祝福，但願不負主恩召，或死或活皆榮耀主， 
凡事基督－主－為頭，凡事基督－主－為頭。 

3. 宣召 ........................... 詩篇 105 篇 4-7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能力，時常尋求他的面。 
應：他僕人亞伯拉罕的後裔，他所揀選雅各的子孫哪， 
  要記念他奇妙的作為和他的奇事，並他口中的判語。 
合：他是耶和華－我們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斷。 

4. 讚美 ........................ 上主之愛長闊高深 (普天頌讚 217 首) ...................... 眾  立 

詩班：1) 淵深莫測－上主恩愛，高深、寬廣，超越思想： 
 上主聖子為人而來，至高真神取人形像。 
   2) 因我緣故祂受水禮，甘忍飢餓、禱告、禁食， 
 為眾親經險惡探試，為眾推翻魔鬼勢力。 
   3) 基督不息教導、代求，天天工作實踐使命， 
 言行、聖蹟適人需要，無私一生為人傾盡。 
默想：4) 被賣交於罪惡勢力，遭鞭、戲弄、紫袍嘲諷， 
 代背、被釘十架羞恥，為眾犧牲，忍辱負重。 
   5) 基督復生驅散死蔭，升天登基，執掌權柄， 
 自天派遣聖靈降臨－振興、安慰、帶領子民。  (間奏) 
   6) 光輝榮耀歸於我主，因祂恩愛長、闊、高、深！ 
 崇敬盡歸三一上主，頌歌歡欣直到永恆。阿們，阿們。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祈禱禁食操練生命 (普天頌讚 214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創世記 12 章 1-8 節 ...................................... 眾  坐 

羅馬書 4 章 1-5, 13-17 節 

8. 獻詩 .............................基督常新不變 (普天頌讚 222 首) .......................... 詩  班 

9. 奉獻 .............................僅似芥種一粒 (普天頌讚 221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歌羅西書 1 章 24-29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福音智者 ............................................... 眾  坐 

12. 回應 .............................主民應當奮起 (生命聖詩 356 首) .......................... 眾  立 

  1) 奮起，上主子民，放下次要事務，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服事萬王之王。 
男：2) 奮起，上主子民，促成天國來臨， 
 趕快復興，相親相愛，除掉罪惡黑暗。 
女：3) 奮起，上主子民，教會需你力量， 
 她責任重，她力量薄，奮起，使她振興。 
  4) 奮起，耶穌弟兄，當隨主腳蹤行， 
 高高舉起基督十架，奮起，上主子民！ 



 

 

 

 
13. 公禱、家事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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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大會今日(12/3)上午 10 時 15 分在禮堂進行，請所有參與事

奉的弟兄姊妹依時出席，共商主工。今天兒童詩班和青成年主日學暫停。 

3) 本主日下午 1:45 蘆葦組家庭團契播放電影 WAR ROOM 戰爭房間，歡迎

小一至小六兒童的家長參加。另設兒童團契。 

4) 執事會於 3 月 16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間出席，求主

賜智慧共商聖工。 

5)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26 日午堂後 2:00 開始，凡有意於 6 月 4 日洗

禮者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6) 本堂 2017 年佈道會定於 4 月 22 日晚上舉行，題目：請光照我，講員：萬

得康牧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赴會。 

7) 教育部於 5 月 7 日起逢主日下午二時至三時，舉辦 2017 年神學主日學專

題：「系統神學淺談」，邀請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助理教授禤智偉

博士主講，共八堂，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詳情請參海報。 

8) 凡恆常參與本堂崇拜滿 6 個月的弟兄姊妹，可申請電腦拍卡，請將費用

$10 連同近照一張交回辦公室幹事(相片後請寫上中文姓名及作密碼用之

8 位數字)。新一批拍卡於今天至 3 月 19 日接受申請，並可於 4 月 9 日領

取。 

9) 麥牧師於三月十至十二日聯同約書亞團友及差傳佈道部內地事工組負責

執事、弟兄姊妹往鶴山沙坪市教會參與事奉，請禱告記念。 

10) 公禱事項： 

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4,16） 

* 2017 年法國總統選舉禱告 

* 為中國 2017 全國兩會會議禱告 

* 為香港特首選舉禱告 

* 為香港學童禱告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5. 殿樂 ...........................願主賜福看顧你 (普天頌讚 875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二   星期六   主日 

以諾長者團契 2:00 pm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星期三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長者查經班 3:00 pm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李錦彬牧師 李錦彬牧師

主席: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余冠希姊妹 楊明麗姊妹 余冠希姊妹 楊明麗姊妹 余愷迪姊妹 袁麗娟姊妹 余愷迪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林溢輝弟兄 陳曉晴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曉晴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陳惠霞姊妹 趙惠蘭姊妹 方子仁弟兄 周潔頤姊妹 何艷愛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李德恩弟兄 顧建德弟兄 鄒念龍弟兄 麥寶儀姊妹 陳景安弟兄 孫俏娟姊妹 莫綺湘姊妹 李靜賢姊妹

當值: 葉德誠弟兄 張漢榮執事 朱麗麗姊妹 林禮標執事 呂幹雄弟兄 黃翠屏姊妹 羅志威弟兄 招楚筠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心怡姊妹 郭浩賢弟兄 李育如姊妹 吳兆隆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林殷宏執事 李婉貞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司數: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插花: 吳綺薇姊妹 楊明麗姊妹

兒童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佘敏樺姊妹 佘敏樺姊妹 鍾慧嵐姊妹 鍾慧嵐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陳敬蓮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三主日（紫）(3月19日) 預苦期第二主日（紫）(3月12日) 

本月奉獻累積: $320,177  (包括發展及購堂: $44,600)

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320,177

本週獻花: 葉德誠夫婦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