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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看地球：柬埔寨 
 
  筆者第一次看見油炸昆蟲的食物，就是在十多年前的柬埔寨金邊市之露天市場，
好些小販售買不同種類的昆蟲炸物以供選擇，包括蠍子在內，真是很嚇人！聽聞這是
柬埔寨人日常的零食，價錢廉宜又含豐富蛋白質，較薯片或蝦條等更有益。 
 
  筆者和短宣隊員參觀了一個遊客常到的地方，就是金邊市內的屠殺博物館，這是
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博物館前身是一個集中營，由一所中學改建而成，是個牢
房、拷問所及行刑地點。柬埔寨又名高棉，在四十多年前，紅色高棉政權執政期間
（1975 年至 1979 年），估計集中營關押過大約一萬五千人，主要是柬埔寨人，當中只
有七人能夠生還。被關押的人包括前朝官員、醫生、僧侶、叛變份子及平民等，博物
館內仍舊可見到當年大屠殺留下的各種痕跡。博物館以刑具及畫像等，展示各式各樣
殘殺人的方式，甚至包括初生嬰孩在內！其中一名生還者，就是負責把行刑情境繪畫
出來的畫家，這些畫作放在展館內，留下難以磨滅慘痛的回憶。參觀過後，有短宣隊
員感覺不安，甚至難以入眠，對於人性的黑暗可怕和殘酷的暴行，既心痛又慨嘆，祈
求上帝醫治這個曾被暴政蹂躪的國家。 
 
  柬埔寨是個佛教國家，廟宇林立，差不多每間民居的門外也有祭神的位置。因為
語言上的阻隔，我們主要接觸移居柬埔寨的華僑，或懂得普通話的柬埔寨人，探訪他
們及向他們傳福音。在柬埔寨短宣期間，我們居住在教會開辦的青少年人中心內，這
也是崇拜和宣教士居住的地方，當中大約有二十名華裔或柬裔的少年人居住，他們多
數是孤兒或是來自有困難家庭，由海外的教會支持及供養他們。早上他們往學校上
課，下午回到中心做功課，晚膳後我們一起唱詩歌和靈修，閒時一起打波或出外逛逛。
短短兩星期的體驗很快便結束，中心的少年人把自製的小飾物送給我們，帶著不捨的
心情互相道別！ 
 
  十多年過去了，當年認識的其中兩個少年人信了主並且奉獻自己，在當地裝備成
為傳道人，他們能夠操流利的普通話及柬埔寨語，接觸華人或柬埔寨人皆可，榮耀歸
與神！有一年，收到其中一名年青傳道人的來電，原來她從柬埔寨來了香港，探望一
直支持和關心柬埔寨教會的弟兄姊妹，能夠與她在香港見面，真是非常奇妙！如果你
有機會踏足這片土地，除了欣賞吳哥窟的宏偉建築或享受特色美食之餘，盼望你也關
注柬埔寨人的福音需要，為這個民族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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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三月四日青成合一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羔羊垂憐 (普天頌讚 855 首) .............................. 眾  立 

除去世人諸罪孽的上主羔羊，懇求祢垂憐。上主羔羊，求賜平安。 

3. 宣召 ........................... 詩篇 19 篇 7-10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的律法全備，使人甦醒；耶和華的法度確定，使愚蒙人有智慧。 

應：耶和華的訓詞正直，使人心快活；耶和華的命令清潔，使人眼目明亮。 

啟：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敬畏耶和華是純潔的，存到永遠， 

應：比金子可羨慕，比極多的純金可羨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4. 讚美 ................................. 讚美寶血 (普天頌讚 235 首) .............................. 眾  立 

1) 榮耀歸與耶穌！甘心受苦辛，傾流生命寶血，拯救我罪人。 

永恆生命恩典深藏寶血中，感謝主愛奧妙，憐憫大無窮。 

2) 亞伯流血呼冤，求告達上天；耶穌寶血宣赦：贖愆祭已獻！ 

當主寶血灑出，天良虧欠除，撒但惶恐不安，落荒急遁逃。 (間奏) 

3) 世人歡欣讚美，頌歌徹雲端；天使同心和應，歡呼聲響遍。 

我眾感恩高唱，鼓動聲浪壯，讚美上主羔羊，頌聲更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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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奇妙十架 (普天頌讚 233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出埃及記 20 章 1-17 節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 章 18-25 節 

8. 獻詩 .................................. 上主聖民 (上主聖民 48 頁) ............................... 詩  班 

9. 奉獻 ........................ Blessed is he that considereth the poor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2 章 1-4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我與你有甚麼相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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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ur Lord Jesus Christ, overcoming death, is ris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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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創世記 3 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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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蔭團契(癌關)於 3 月 10 日(六)下午 2:00 至 4:00 於副堂有專題講座，講

員：黃曉恩醫生，題目：「癌症的基因檢測及個人化治療」，歡迎弟兄姊妹

參加。 

4) 4 至 6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崇拜職事人員季

會將於下主日(3 月 11 日)上午 10:1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的肢體預留

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是日主日學及兒童詩班暫停一次。 

5) 教育部於 3 月 18 日至 4 月 22 日(日)上午 10:30 開辦「福音研經課程(I)」，

由郭小姬姊妹任教，歡迎初信者及對福音信仰感興趣之朋友參與，弟兄姊

妹請參海報有關詳情。 

6)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11 日下午開始，凡有意於 5 月 20 日洗禮者

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7) 2018 年藍田堂記念主受苦的聚會如下： 

3 月 30 日晚上 6:00 至 7:00 默想祈禱會，同日晚上 7:30 至 9:30 聖餐崇拜。

請肢體預備心依時出席，默念主恩！ 

8) 2018 年神學主日學將於 5 月逢星期四晚上 7:45 至 9:45 於本堂舉行，題目

為「馬太釋讀」(共 5 堂)，由信義宗神學院黃漢輝博士任教，歡迎弟兄姊

妹報讀及參閱海報有關詳情。 

9) 會友區贊容姊妹於 2 月 26 日主懷安息，安息禮定於 3 月 28 日晚上 8:00

在沙田寶福紀念館，求主安慰家人。 

10) 麥牧師於 3 月 8 至 11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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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Salvation has come to us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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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林瑞萍姊妹 林瑞萍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周　溢弟兄 陳可媚執事 周　溢弟兄 區惠娟姊妹 周鈺貽姊妹 顧建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朱麗麗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卓恩姊妹 楊穎君執事 陳卓恩姊妹 楊穎君執事

招待: 高燕麗姊妹 李燕怡執事 黎美滿姊妹 周潔頤姊妹 何玉燕姊妹 鄧柏齡弟兄 梁淑敏姊妹 黃嘉鳳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李翠碧姊妹 呂進雄弟兄 文玉玲姊妹 黃寶強弟兄 柯思敏姊妹 譚建偉弟兄 吳友蓮姊妹

當值: 方艾洲弟兄 莊偉棠弟兄 羅志威弟兄 余文耀弟兄 余文耀弟兄 陳惠霞姊妹 林禮標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影音: 曾偉珩弟兄 李雪葵姊妹 徐俊榮弟兄 鄭美珍姊妹 葉德誠弟兄 何淑怡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心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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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潘燕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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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葉海婷姊妹 葉海婷姊妹

讀經: 林曉潼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廖煦瑤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李寶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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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偉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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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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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苦期第四主日（紫）(3月11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紫）(3月4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73,756  (包括發展及購堂: $62,598) 上週奉獻總數: $16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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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楚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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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