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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難能可貴的傳福音旅程 
 

兩個月前中秋節假期相約母會姊妹一起往深圳自由行，我們在行程上沒有刻意編
排，只是想趁著假期稍作歇息喝水果茶和品茗菜餚，正當吃飽之際上網搜尋深圳有沒
有好去處? 後來不經意地看到深圳灣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正在舉行安徒生世界插畫
展覽，於是我們打車前去展覽場館，就在場館入口處排隊購買入場劵時，身旁走來一
位年輕溫柔女子邀請我們一起購票，因為三人買票隨即便可享用折扣優惠，進場後帶
著期待心情觀賞色彩繽紛的插畫，那年輕女子仍不時走近我們分享安徒生繪本中不同
插畫師的精彩考妙畫功、豐富想像力和畫中鮮艷顏色的配搭，令我們讚不絕口! 
 

轉瞬間我們在場館觀賞畫展已用上了一個多小時，時間彷彿從指頭隙縫靜悄悄地溜
走，我和朋友便打算離開場館，適逢在研究從那出口乘車去逛街之際，那年輕的女子
見我們在街道上擾攘著不知往那方向走，她便主動上前協助，一盡地主之誼帶我們去
乘坐地鐵，其後我們一行三人就一起乘坐地鐵，我們一坐下便彼此分享認識，也因著
我們的共同點交談起來格外投契 ; 原來她也是潮州人和曾攻讀香港城市大學，現在已
畢業返回老家潮州擔任中學教師，我們仿如他鄉遇故之分享家鄉和在大學讀書生活點
滴，然後她分享到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Ruth，不知怎的我的直覺和心靈便順勢告知她這
英文名字，就是來自聖經中一位女子的名字叫路得。隨即她滿有興趣地請我將路得的
生平故事詳細給她講解一次，於是我便帶著雀躍的心情向她講解路得的人生，與及路
得被上帝使用生下主耶穌家譜中大衛的爺爺俄備得。就這樣我們坐在車廂中談起信仰
和主耶穌基督的救恩，最後我們交換了微信電話以保持聯絡便結束這次奇妙傳福音的
旅程。 
 

然而這次難能可貴的傳福音旅程，不禁讓我想起徒 8:26-40「腓利被聖靈感動奉差
遣在車上向一位奴比亞財政大臣傳講福音」，並向他講解以賽亞先知書有關主耶穌是受
苦僕人的身分，而且是將要再來的「彌賽亞」。那財政大臣信主後隨即在有水的地方接
受水禮，後來有人見到腓利在沿海地方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為止。可見福音本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雖然中國大陸仍有不少地區對福音信仰不是很開放，可是在神
的大能和恩典保守下，仍然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傳揚福音機會，問題在於我們有否駐
足和關心未得救的靈魂，能把握時機在得時和不得時照樣向身邊擦身而過的人分享福
音呢!  

 

正如聖經羅 10:14-18 教導我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 未曾聽見
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如經上所
記 :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因此福音傳承確實有賴我們把
握聖靈引導和感動的機會，持續不斷的向未得之民宣揚基督，將人帶到神面前同得救
恩之樂，相信那份喜悅和滿足感是世間用金錢也未能換取得到的。弟兄姊妹 ! 願各位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希伯來書 9 章 27-28 節 ................................... 眾  立 

27 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28 同樣，基督既然一次獻上，擔當了許多人的罪， 

將來要第二次顯現，與罪無關， 

而是為了拯救熱切等候他的人。 

3. 讚美 ................................. 主是父親 (普天頌讚 42 首) ................................ 眾  立 

1) 世間信主的人民，祢作他們父親；天上眾天軍、天使，享你生命權能。 

偉大奇妙造物主，創造宇宙穹蒼，祢乃最高審判主、全能萬王之王。 

2) 祢在高天錫安城讚美聲中治理；未來榮輝國度裏尊祢全權主宰。 

祢發永恆的光輝，遠超恆星光彩，上主能力超想像，莫測高深仁愛。 

(間奏) 

3) 祢向溫柔謙卑心啟示無邊奧妙；祢知古今一切事，不分新舊大小。 

我靠三一的聖名，聖父、聖子、聖靈，無論山高與水深，蒙福安穩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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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恩賜事主 (普天頌讚 36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46 篇 ............................................. 眾  坐 

列王紀上 17 章 8-16 節 

7. 獻詩 .......................... 我要以心敬拜祢 (恩頌聖歌 437 首) ......................... 詩  班 

8. 奉獻 ......................................... Andante, J.S. Bach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10 章 11-18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聽從牧人多重要 ......................................... 眾  坐 

11. 回應 ................................ 權柄交主 (普天頌讚 527 首) ............................... 眾  立 

1) 一切天上、地上能力，所有權柄交於主， 

  祂曾為人受苦犧牲，救贖大功真昭著， 

  超越天使、魔鬼、君尊，耶穌王者今為主。 

 2) 地上萬族齊來敬拜，萬舌認祂「主」、「聖羔」; 

  人若未聞上主聖名，怎能向祂獻禱告？ 

  當使萬民作主門徒，傳揚福音宣聖道。 

默想： 3) 耶穌發令，使命清晰，你當留心謹遵從； 

  我雖軟弱，上主剛強，教訓如光供應豐；  

  福音之中訓誨、標記，揭示救恩真道種。 

 4) 主與我們時刻同在，以馬內利無盡期； 

  屬主子民—忠信門徒—真道持守遵主旨；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祈願上主恩厚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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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撒母耳記上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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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研經課程」已經正式開課，共 8 堂，時間為上午 10:30-11:15，地點於

104 室，歡迎初信者及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之朋友參加。 

4) 執事會於 11 月 15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新舊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

賜智慧商討聖工。 

5) 會友莫麗賢姊妹於浸信會神學院修畢神學學士，定於 11 月 18 日 (下主日)  

下午 3:30 假座九龍亞皆老街 206 號九龍城浸信會大禮堂舉行畢業典禮，本堂

謹此祝賀，並願神使用姊妹之牧養事奉。 

6) 以諾團將於 11 月 20 日(二)上午 10:00 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題目為「長

者常見皮膚問題及護理」，歡迎有興趣肢體依時赴會。 

7) 本堂將於 11 月 24 日(六)晚上 8:00-9:45 舉辦神學講座，主題是 「希伯來書 

─ 真像與影子」，由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副教授何善斌博士主講，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可參閱海報有關詳情。 

8)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轉會禮及嬰孩奉

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9) 本堂基督少年軍 200 分隊現正招募初級組隊員（8 至 11 歲兒童），集隊時間

為星期六下午 2:00 - 4:30，活動包括步操、靈修和技能訓練，以促進兒童的服

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家長可聯絡陳志輝傳道/雷偉勝執事查詢。 

10) 會友陳鏡倫弟兄(陳淑雯姊妹之父親)安息禮拜訂於 11 月 16 日晚上 7:15 在世

界殯儀館三樓明樂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會友梁瑞桂弟兄安息禮拜訂於 11 月 16 日晚上 8:15 在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愛堂

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2) 陳可媚姊妹將於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在本堂擔任幹事一職，求主帶領她的事

奉。 

13) 公禱事項： 

 為中國宗教政策嚴重影響國內福音事工及牧養工作代禱，求主保守內地

和香港教牧領袖有智慧地作出回應，又求主保守內地信徒能有宗教及信

仰自由禱告。 

 為本教會新一屆執事在來年服事教會得力禱告，求主賜下合而為一的心

和屬靈的智慧，能與同工同心協力帶領及發展教會各項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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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the King of Creation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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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陳卓欣姊妹 林燕芬姊妹 陳卓欣姊妹 彭秀群姊妹 林恩庭姊妹 麥淑容姊妹 林恩庭姊妹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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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 區惠娟姊妹 趙惠蘭姊妹 張元娜姊妹 繆迺頌姊妹 林瑞馨姊妹 鄭倩雲姊妹 林碧蓮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事: 朱月萍姊妹 何少鳳姊妹 麥寶儀姊妹 陳詩韻姊妹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譚慧冰姊妹 莫雪貞姊妹

當值: 呂幹雄弟兄 溫燕玲姊妹 劉嘉敏姊妹 余文耀弟兄 孔憲榮弟兄 方艾洲弟兄 呂君達弟兄 鄧民亮弟兄

影音: 曾偉珩弟兄 鍾穎嵐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陳貽添執事 陳卓恩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穎心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李婉貞執事 余文耀弟兄 林殷宏弟兄

插花/司數: 潘燕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鄭穎儀姊妹 丘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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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陳廸晞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司事: 劉卓瑋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譚恩翹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陳俊希弟兄 郭小姬姊妹 陳俊希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陳可媚姊妹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黃鑾鳳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葉翠蓮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葉翠蓮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六主日（綠）(11月18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五主日（綠）(11月11日) 

本月累積奉獻: $216,733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800) 上週奉獻總數: $21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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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培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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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