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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的宣教工作 

 
遷離舊居之後，我媽媽與鄰居時有聯絡見面。鄰居的婆婆年紀大了，行動不便，

兒女們聘請了一名印尼家傭照顧她。當我媽媽相約鄰居在酒樓聚舊時，婆婆也會帶同

家傭前來。每次見面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婆婆的女兒在午膳期間，不斷為著瑣碎事情

責罵家傭，還理直氣壯地認為責罵她是合理的，因為她經常出錯，又愚又笨！聽聞有

一次，印尼家傭用額外幾塊錢買一個麵包充飢也被婆婆的女兒責怪和禁止，真令人搖

頭。因此，在酒樓用膳時，我媽媽都會主動把許多食物放在印傭的碗內，希望她能夠

吃得飽，我也希望這位印傭能夠感受到一絲溫暖。 

 

從一些僱主口中聽到，家中的外傭在工作態度上、照顧幼童的方式或處理家務等

方面，出現許多令人難以接受的問題，與僱主的期望有很大落差，令人感到苦惱，更

換家傭又費時失事；另一方面，從新聞報導得知有些外傭被僱主拖糧、扣假、甚至被

侵犯和虐待，令人關注外傭的權益有否得到適當的保障。作為基督徒僱主，會怎樣處

理和面對不合心意的外傭呢？ 

 

《明報》於 2017 年報導，在本港工作的印尼家傭約有十五萬人，佔整體外傭約

四成半。大部份印尼家傭都是穆斯林，他們在香港工作除了賺取金錢之外，也可以有

機會賺得永生！一些教會和機構是專門關注印傭的福音需要，透過開辦興趣班、戶外

郊遊活動及在公園休憩處主動接觸她們，協助她們處理不同問題，並讓她們認識耶穌

基督，筆者也聽過印尼家傭講述信主的見證。同時，聘請外傭的家庭亦成為一個小小

宣教工場！基督徒僱主一家就是家傭最直接接觸福音的渠道，但這也是最具挑戰性

和最高難度的宣教工作，因為這是一個用「生命」去講福音的工作！信徒平時在家中

的生活習慣、態度及言談舉止，最反映出各樣真相，例如個人的真實性情、與家人相

處的真實態度、並耶穌基督在個人生命上真實的影響力及位置，福音是由行為和態度

去說明，這就向家傭作見證的考驗所在。 

 

不同國籍的傭工，進入我們的家中或我們的辦公室中，使我們足不出戶就可以接

觸其他國籍和信仰的人，宣教的機會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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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十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箴言 9 章 9-11 節 ........................................ 眾  立 

啟：9  教導智慧人，他就越有智慧，指示義人，他就增長學問。 

應：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合：11 藉着我，你的日子必增多，你生命的年數也必加添。 

3. 讚美 ...............................上主認識我 (普天頌讚 753 首) ............................ 眾  立 

1) 世上千百萬嬌俏小小麻雀，不值分文，在主眼中卻真寶貴； 

世上千百萬嬌俏小小麻雀，主洞悉一切，更深知我。 

2) 世上千百萬美艷芳香花朵，翠綠草原襯托色澤明亮多彩； 

世上千百萬美艷芳香花朵，主洞悉一切，更深知我。 

3) 宇宙千百萬遠近光輝星宿，放置空中各按軌跡不斷轉動； 

宇宙千百萬遠近光輝星宿，主洞悉一切，更深知我。(間奏) 

4) 世上千百萬可愛天真小孩，天父認識他們名字，愛每一個； 

世上千百萬可愛天真小孩，主洞悉一切，更深知我。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必不動搖 (普天頌讚 75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34 篇 9-14 節 ....................................... 眾  坐 

以弗所書 5 章 15-21 節 

7. 獻詩 ..........................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 (美樂頌 45 首) ....................... 兒童詩班 

8. 奉獻 ................................. 今有平安 (普天頌讚 75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創世記 5 章 1-11，18-27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以諾的日子 ............................................. 眾  坐 

11. 回應 ............................願那靈火復興我(世紀頌讚 252 首) ......................... 眾  立 

1)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信心何處失落，我願悔改重新再得着。 

 在明媚的春光裡，在幸福的生活中， 

 我們陶醉，我們歡樂，早把主恩典忘記。 

2)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希望何處失落，我願悔改重新再得着。 

 在穩妥的事業裡，在迷人的笑聲中， 

 我們遊戲，我們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記。 

3)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愛心何處失落，我願悔改重新再得着。 

 在艱苦的歲月裡，在百般的試煉中， 

 我們禱告，我們儆醒，毋把主恩典忘記。 

4)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信望愛何處失落，我願悔改現在就得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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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鍾淑珍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申命記 18 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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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堂現招聘兩位傳道，牧養家庭、男士、婦女團契，策劃推動聖樂事工。

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弟兄姊妹可向麥牧師或尚牧師查詢詳情。 

5)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須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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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主日，兒童主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學員$120（溫柔班及信實

班學生除外），請家長到圖書閣前辦理登記及繳費事宜。 

7) 以諾團將於 8 月 28 日(二)上午 10:00 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題目為

「慎防跌倒」，歡迎有興趣肢體依時赴會。 

8)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10 月 7 日開始，共有六堂，時間是下午 1:00-2:00。凡

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 

9) 會友鄧葵姊妹(林景輝弟兄之母親)安息禮拜訂於 8 月 20 日晚上 7:30 在世

界殯儀館四樓 402 室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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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Postlude in C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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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鍾淑珍姑娘 鍾淑珍姑娘 黎本正先生 黎本正先生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讀經: 周　溢弟兄 麥淑容姊妹 周　溢弟兄 呂潔儀執事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陳醮英姊妹 鄭　琦姊妹 周潔頤姊妹 方子仁弟兄 林文蓮姊妹 高燕麗姊妹 葉翠蓮姊妹 周家揚弟兄

司事: 孫俏娟姊妹 鄭穎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何美蘭姊妹 蔡月媚姊妹 呂玉潔姊妹 呂進雄弟兄 丘嘉敏姊妹

當值: 孔憲榮弟兄 馬君蕙姊妹 鄧民亮弟兄 林禮標弟兄 方艾洲弟兄 呂幹雄弟兄 劉柏堅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影音: 陳貽添執事 陳卓恩姊妹 呂進雄弟兄 楊芷瑩姊妹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陳其銘弟兄

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可媚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鄒念龍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鄭穎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楊彥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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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　- -　-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　- -　- 盧穎君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　- -　- 譚恩翹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朱美儀姑娘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陳可媚執事 李燕怡執事 陳可媚執事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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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綠）(8月26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三主日（綠）(8月19日) 

本月累積奉獻: $258,841  (包括發展及購堂: $25,050) 上週奉獻總數: $9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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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瑞明姊妹、周耀寰弟兄、林二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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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7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93,505         492,867    8,200        7,054       4,500        9,992       70,892          

現金支出 490,776         423,269    4,500        2,361       3,000        5,000       52,646          

現金流入/(流出) 102,729         69,598      3,700        4,693       1,500        4,992       18,246          

固定資產 14,763,787    332,017    -                -               -                -               14,431,770   

銀行及現金結餘 2,687,496      763,668    501,035    911,674   71,000      3,187       436,932        

其他資產 63,200           20,000      -                -               43,200      -               -                    

按揭貸款 (2,778,289)    -                -                -               -                -               (2,778,289)    

其他負債 (146,250)       (146,250)   -                -               -                -               -                    
淨資產 14,589,945    969,435    501,035    911,674   114,200    3,187       12,090,414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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