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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心意去旅行：日本 
 
  筆者認識兩位從香港移居至日本的朋友，他們不是往日本工作，也不是留學或與
日本人結婚，他們是由教會及差會支持並差遣到日本傳福音，以宣教士簽證於日本居
留，不知道你會否羨慕他們能夠在一個港人旅遊熱點地方生活？ 
 
  其中一位宣教士，由於想節省開支，習慣購買超級市場關門前質素較差的特價蔬
果，並即將過期的特價食品，再存放在雪櫃內，即使食物過期也繼續食用。而這位宣
教士更將自己代步的單車，轉送另一位沒有能力購買單車的宣教士，改去乘坐公共車
輛，更因此遇到交通意外，為節省醫療開支，身體受傷處最終變成舊患。 
 
  日本是宗教自由的國家，但根據宣教網站 (Joshua Project) 近兩年的統計，日本
福音派信徒只有 0.6%，以人口計算，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的「未得之民」。基於歷史因
素，神道教與日本佛教是日本人主要信奉的宗教，而這兩個宗教的儀式已經與日本人
的生活融為一體，如婚禮和葬禮的儀式等。除此之外，其中一個妨礙日本人信主的原
因是民族的團結和合群性，當你決定信耶穌就代表與整個社群不一樣了，這樣會帶來
不少壓力和困難，即使在法律上有宗教自由，但若果經常不出席社區的節日慶典和祭
祀活動，居民就不知道怎樣與你相處。此外，牧養日本信徒也有一定困難，因為日本
人不容易說出「本音」，意思是心中本來的意思，他們對牧者的教導總是點頭回應，
但內心卻可能並不認同。曾經有一間教會內十幾人同時離開，只留下一句：「牧師不
明白我們」。 
 
  雖然在日本傳福音如同開鑿石頭地撒種子一樣，但宣教士仍然透過不同事工去
傳福音，例如兒童空手道班，藉此向家長和兒童傳福音；亦有隱青事工，關心全日躲
在房中的青年，這是日本其中一個最需要支援的群體，因為好些年青人隱居到中年也
仍一直隱蔽在家；另外有歸國者事工，指一些在外國留學信主後回流的日本人，他們
大部份回國後找不到適合的教會而流失；此外，也有定期的外展事工，例如在車站唱
詩歌，冬天向露宿者送暖佈道，並跟進一些在日本居留的中國人等。 
 
  當你有機會踏進這片東瀛土地時，除了欣賞盛放的櫻花、享受美食、溫泉、主題
樂園或購買手信之餘，盼望你也帶著一個關注日本人得救的心意，去為這個民族歸主
祈禱。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
能聽見呢？」羅馬書 10:14 
 

陳麗樟姑娘 



 

 

二零一八年二月四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聖潔之主臨在 (普天頌讚 787 首) .......................... 眾  立 

聖潔之主臨在此處，此地頓變我主臨在殿宇，如天門敞開。如天門敞開。 

3. 宣召 ........................ 詩篇 147 篇 1, 7, 11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哈利路亞！歌頌我們的神是美善的，因為他是美好的，讚美他是合宜的。 

應：你們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唱，用琴向我們的神歌頌。 

合：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 

4. 讚美 ................................. 迎主親臨 (普天頌讚 186 首) .............................. 眾  立 

   1) 迎迓降世上主，親自到祂聖殿，未派天軍隨行 

 顯彰君王威嚴，未見歡呼夾道恭候上主駕臨。 

   2) 母懷卻似寶座—安穩臂彎胸前，受她温柔守護， 

 抱擁安舒睡甜，屬天嘉賓此來訪探祂父聖殿。 

詩班：3) 約瑟謙恭、驚訝，站馬利亞之側，西面手抱嬰孩， 

 滿心神聖喜樂，眼中應許之子，光榮照耀邦國！ 

   4) 歡呼！首生的主，為眾贖價還清，太初真道聖子， 

 降卑甘取人形，捨身拯救被囚，釋罪奴、解拘禁。 

   5) 普照世界之光，兒女候盼、默念，來進我心主殿， 

 罪愆蒙祢赦免，藉此坦然奉呈，靠主覲父聖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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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榮耀基督顯明 (普天頌讚 183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40 章 21-31 節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9 章 16-23 節 

8. 獻詩 .................................. 向山舉目 (向山舉目 44 頁) ............................... 詩  班 

9. 奉獻 .................................................. Alleluia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馬可福音 1 章 29-39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11. 信息 ......................................... 叫人得福音的好處 ....................................... 眾  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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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餐 ..... Schmucke dich, O liebe Seele by Johannes Brahms (1833-97) ... 眾  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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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六) 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題目：「誰是你的護心天使?」，講

員：余德淳博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赴會。是日所

有團契參加佈道會。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使徒行傳 19 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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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教會事奉人員招募今天繼續進行，請肢體填妥事奉招募表，放回

收集箱內。求主使用我們在合適的事奉單位中同心學習、彼此服事，建立

教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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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拍卡於今天接受申請，並可於 4 月初領取。 

6) 為推動閱讀屬靈書籍，教育部邀請了基道書樓於今日及 11 日崇拜後於教

會門外走廊設有書攤。現場基道出版書籍 8 折，其他書籍及禮品 9 折，另

有精選書籍享有更多折扣優惠，鼓勵弟兄姊妹挑選合適的屬靈書籍，紮根

信仰。 

7) 會友黃錫潤弟兄於今日在香港殯儀館守夜，求主安慰其家人。 

8) 會友鄧叙弟兄於 1 月 28 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其家人。 

9) 麥牧師於 2 月 8 至 11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15. 三一頌、祝福 (同應阿們) ............................................................................ 眾  立 

16. 堂慶月詩 ................ 永恆之君，求前導 (生命聖詩 379 首) ...................... 眾  立 

3) 永恆之君，求前導，我眾毫無憂驚，何處主聖容顯現，歡樂就如黎明， 

輝煌十架高高擧，光照我們旅程，華冠等待得勝者，懇求真神引領。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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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柯綽瑤姊妹 林湛基弟兄 柯綽瑤姊妹 鄧民亮弟兄 陳喜洋弟兄 馬君蕙姊妹 陳喜洋弟兄 呂潔儀執事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甄樂陶弟兄 林溢輝弟兄 甄樂陶弟兄

招待: 張穎明姊妹 林燕芬姊妹 葉翠蓮姊妹 黃盛霞姊妹 黎翠琼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黃菁菁姊妹 鄧孔炤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張滿嬌姊妹 麥寶儀姊妹 何美蘭姊妹 陳景安弟兄 賴文湘姊妹 周家揚弟兄 盧麗銀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王炳生弟兄 余穎欣姊妹 朱麗麗姊妹 朱麗程姊妹 鍾偉貞姊妹 惲保羅弟兄 林志剛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藍天晴姊妹 黃永賢弟兄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林溢謙弟兄

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鄭穎儀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陳　灝小朋友 戴紀君小朋友 譚梓泓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廖煦謙小朋友 羅卓翹小朋友 鐘晞呈小朋友 馬曉思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燕怡執事

温柔: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盧美玉姊妹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陳敬蓮姊妹 盧美玉姊妹 陳玉燕姊妹 施慧君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六主日（綠）(2月11日) 顯現期第五主日（綠）(2月4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662,777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0,975) 上週奉獻總數: $183,622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王金珠姊妹、黃德祺夫婦、呂浩然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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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