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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宣教、再敬拜、再宣教 
 

  神創造世界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榮耀神：「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

手的作為。」（詩 19:1）。可惜人犯了罪，不能完成神給予人的目標，因此我們需要

耶穌基督的救贖，使我們成為一個新的使命群體—教會，並帶著聖靈同在的能力去榮

耀神，完成神所賜下的兩個重要使命，就是敬拜和傳福音。 

 

  我們每個主日向神呈獻敬拜和頌讚，向神表達愛意和感謝，叫神得著榮耀，並於

崇拜結束時領受從神而來的賜福。崇拜結束是另一個新的開始，我們憑著神所賜的恩

福和能力，在新一個星期為主作見證，展示效法基督的生命，並救恩的豐盛，過得勝

的生活，叫神得著榮耀。祝福與差遣是相關連的，我們被祝福的同時，被主差遣至不

同角落，由教會進入人群當中，直至新一個主日來臨，我們再次聚集敬拜神，領受從

神而來的賜福，並分散至不同的角落見證基督，直至福音傳遍天下，向萬民作見證，

主再來的日子，我們便展開在天上與神同在、永恆的敬拜生活。 

 

  宣教是敬拜的延續，我們敬拜神，再被神差遣去領人歸主，使人信主到神的面前

敬拜，也同領神的賜福和差遣，繼續領人歸主，生生不息。因此，宣教和傳福音並不

是可有可無，教會活在神的差遣之下，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和存在價值。有一位經常

到境外工作的姊妹，她與同事關係良好，常常為同事祈禱，並向他們傳福音。有一次

在長途火車上帶領了一位同事信主，並在車上立即進行栽培，非常喜樂。我們憑信心

領受從神而來的賜福，從聖靈領受能力為主作見證，被差遣到家庭中、被差遣到公司

中、被差遣到親戚朋友中、有需要的陌生人中、或世界不同角落中，見證耶穌基督的

愛，把人帶到神面前敬拜事奉，履行教會在世上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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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六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同赴美宴 (普天頌讚 853 首) .............................. 眾  立 

同赴美宴，上主為祂子民設宴，老少男女，東西南北，萬族萬民， 

並有各方邦國集主前，同慶基督恩桌佳美。 

3. 宣召 ................................... 耶利米哀歌 3 章 22-23 節 ................................. 眾  立 

啟：因耶和華的慈愛，我們不致滅絕，因他的憐憫永不斷絕， 

應：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4. 讚美 ............................稱頌主榮名 (普天頌讚詩 103a 首) ......................... 眾  立 

** 稱頌主榮名，我心稱頌上主；稱頌主榮名，領我出死入生。 

1) 祂施恩赦免你罪孽，疾病祂伸手全醫治， 

救拯你命出死亡，慈悲加恩愛作你冠冕。      ** 

2) 神滿有慈悲、仁愛，憐憫豐富，不長懷怒。 

神何曾按所犯罪愆報應我們？未按過犯來追討我們。 ** 

3) 如父親憐恤疼愛膝下子女，神更憐憫敬畏祂的聖民； 

我主深知我們本體，常念凡人不過塵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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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祢真偉大 (青年新歌 1)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30 篇 1-12 節 ....................................... 眾  坐 

哥林多後書 8 章 1-9, 13-15 節 

8. 獻詩 .................................. 頌歌歡欣 (頌禱新歌 24 頁) ............................... 詩  班 

9. 奉獻 ............................................... 願袮國降臨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11 章 29-32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我們也經歷神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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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ditation : Love Unkn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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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是民數記 5 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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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4) 家庭團契的蘆葦組(小學級子女)將於 7 月 8 日下午 2:00 舉行專題講座，

題目為「輕鬆教出好孩子」；講員是梁偉樂先生(余德淳訓練機構有限公司

--學界 EQ 訓練顧問)。歡迎有興趣肢體參加(同時段附設兒童團契)。 

5) 暑期大專學生內地體驗，參觀鶴山教會、探訪、農耕、兒童工作等，日期

為 8 月 3 至 7 日，費用每位 500 元，包車費、食宿(不足額教會津貼)，查

詢及報名請聯絡麥牧師或陳志輝傳道。 

6)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須於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應徵

者須中學畢業或以上程度；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及製作簡報；主動盡責，

善於溝通，重團隊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弟兄姊妹可向行

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7) 會友陳其銘之母親(林香)於 6 月 4 日離世，已訂於 7 月 7 日晚在鑽石山殯

儀館守夜。求主安慰弟兄及其家人。 

8) 江慕慈姑娘已應聘為本堂傳道並將於 2018 年 7 月 4 日到任。黃逸子老師

將由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擔任本堂詩班指揮。麥呂曼珍師母已向執事會辭

去義務傳道一職，生效日期為 2018 年 7 月 1 日。 

9) 麥牧師於 7 月 5 至 8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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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Postludi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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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祐弟兄 陳永祐弟兄 林禮標弟兄 林禮標弟兄

讀經: 李芷珊姊妹 林湛基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周家揚弟兄 陳　諾弟兄 連卓欣弟兄 陳　諾弟兄 缪迺頌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李燕怡執事 林義妹姊妹 陳可媚執事 黃嘉鳳姊妹 陳醮英姊妹 趙惠蘭姊妹 張元娜姊妹 黃盛霞姊妹

司事: 葉蔓菲姊妹 何少鳳姊妹 邱頌詩姊妹 林碧蓮姊妹 陳景安弟兄 李笑歡姊妹 譚建偉弟兄 莫綺湘姊妹

當值: 區惠娟姊妹 甄志賢弟兄 彭秀群姊妹 呂君達弟兄 温麗儀姊妹 張錦雲姊妹 余穎欣姊妹 古海劍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梁睿熙弟兄 許偉賢弟兄 藍天晴姊妹 李建業弟兄 王月珊姊妹 林殷宏執事 鄭慧芝姊妹

執事: 王偉樂執事 楊穎君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潘燕玲姊妹 梁銘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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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甄樂陶弟兄 甄樂陶弟兄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楊展昀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林曉潼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鍾晞呈小朋友 馬曉詠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陳可媚執事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陳可媚執事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綠）(7月8日) 聖靈降臨期第六主日（綠）(7月1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498,038  (包括發展及購堂: $47,993) 上週奉獻總數: $8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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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月怡姊妹、黃瑞林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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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