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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變亂、再一致 
 

除了廣東話之外，你懂得說那種語言呢？英文？普通話？潮州話？韓文？泰文？

據語言學網站「民族語言網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的研究，全球有 7111

種語言，其中亞洲區的語言有 2303 種，使用人口佔全球百分之六十。1 

最初神創造人的時候，只有一種語言，當洪水之後，全地的人（挪亞的後裔）仍然

以相同的語言溝通。他們聚集在示拿地平原生活，並且計劃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要

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創 11）。然而，他們不分散居住的意念，違背了神在

創造第六天對人的賜福和吩咐：「神賜福給他們，神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這

地，治理它；要管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各樣活動的生物。」」（創 1:28），也不

順服神對挪亞後裔的心意：「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

遍滿這地。」（創 9:1）正當他們合力建造一座城和塔的時候，神將他們的口音變亂了，

由一種共同語言變為多種不同的語言，刹那之間，他們彼此不能溝通和理解對方的意

思，最終建城和塔的大計擱置了，由挪亞第四代子孫開始，操不同語言的族群，就分

散在全地居住（創 10:25）。 

經過許多年後，在猶太人的五旬節，聖靈降臨在使徒和信眾身上：「他們都被聖靈

充滿，就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 2:4)從各地前來耶路撒冷過節的

猶太人，竟然聽見他們用自己的鄉談講論神的大作為，福音的傳揚不受到語言的限制，

可見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相的人。 

使徒向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傳福音，外邦人與以色列人一同蒙神揀選作神的

子民。啟示錄展示將來在神的寶座前，各國、各族、各語言來的人一同敬拜主：「此後，

我觀看，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計算，是從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來的，

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

我們的神，也歸於羔羊！」」（啟示錄 7:9-10）來自不同民族、擁有不同語言的人，再沒

有受到語言的限制一同敬拜神，口音變亂被逆轉，各族各民一同敬拜神。主再來之前，

我們若能夠說出不同的語言，向不同的人傳揚福音，使萬民一同敬拜主，是多麼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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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ttps://www.ethnologue.com/statistic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9E%E8%A8%80%E5%AD%B8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預苦期第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始禮頌 ............................ 回頭就主 (崇拜短頌集 54 頁) ............................. 眾  立 

3. 宣召 ..................................... 羅馬書 10 章 11、13 節 ................................... 眾  立 

11 經上說：「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 

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4. 讚美 ........................................... 獻上讚美聲 ......................................... 眾  立 

1 敬拜頌讚獻父神！心愛主不自息，聖潔與至高堪配頌稱！ 

2 敬拜頌讚獻基督！心愛主不自息，聖潔與至高堪配頌稱！ 

3 敬拜頌讚獻聖靈！心愛主不自息，聖潔與至高堪配頌稱！ 

**獻上讚美聲，大地同和應，獻讚頌予主心裡奉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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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超越萬有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91 篇 1-2、9-16 節 ................................... 眾  坐 

路加福音 4 章 1-13 節 

8. 獻詩 ..............................僅似芥種一粒 (普天頌讚 221 首) .......................... 詩  班 

9. 奉獻 ............................耶穌─信徒榜樣 (普天頌讚 220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創世記 28 章 10-22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遊走於天與地的信仰 ..................................... 眾  坐 

12. 回應 ........................... 我信主耶穌 (普天頌讚 636 首) ......................... 眾  立 

1 我主耶穌，為我釘死十架，流血犧牲，使我得着救恩； 

十架，十架，神愛浩大! 我信，我信，盡我全生！ 

2 我主耶穌，為我埋於墳墓，沉寂無聲，為我經歷死難； 

埋葬，埋葬，神子受苦！我信，我信，終必凱旋！ 

3 我主耶穌，為我死裏復活，衝破黑暗，賜我生命力量； 

得勝，得勝，神權掌握！我信，我信，靠主剛強！ 

4 我主耶穌，為我賜下聖靈，啟示光照，領我奔走前程； 

奇妙，奇妙，神恩無盡！我信，我信，榮耀歸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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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列王紀下 21 至 25 章、歷代志上 1 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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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至 6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 

4)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於今日上午 10:2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的弟兄姊妹

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成人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改在 105 室練習。 

5) 3 月 16 日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陳恩明牧師主講，題目：「活得年輕

的秘訣」，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赴會（聚會期間設有在

學兒童照顧安排）。是日所有團契改為參加佈道會。 

6)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17 日午堂後 1:00 開始，凡有意於 6 月 9 日

洗禮者請填寫報名表。截止日期為 3 月 10 日。 

7) 以諾團將於 3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主題為

「膽固醇睇真啲」，歡迎 60 歲或以上肢體參加。  

8)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將於 2019 年 4 月 13 日（星期

六）舉行，現正招募義工，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填寫報名表，截止報名

日期為 3 月 24 日，請參閱海報或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9) 教育部已整理圖書櫃，部份圖書放在圖書櫃前的長枱，歡迎弟兄姊妹自

由領取。 

10) 3 月 31 日至 5 月 19 日星期日上午 10:30-11:15 會有「福音研經課程」，

共 8 堂，由郭小姬姊妹任教。弟兄姊妹請參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

門的海報有關詳情，報名表放在圖書櫃前的長枱上，歡迎初信者及對基

督教信仰有興趣之朋友報名參加。 

11) 會友連卓鴻夫婦的兒子於 3 月 4 日出生，母子平安，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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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Dearest Jesus we are here by Johann Gottfried Walther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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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陳朝發弟兄 陳　諾弟兄 繆迺頌姊妹 林恩庭姊妹 馬君蕙姊妹 林恩庭姊妹 彭秀群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林瑞馨姊妹 李燕怡執事 林碧蓮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笑寶姊妹 陳惠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温寶儀姊妹

司事: 蔡月媚姊妹 文嘉麗姊妹 李麗梅姊妹 黃菁菁姊妹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鄒念龍弟兄 黃曉媚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戴志遠弟兄 劉嘉敏姊妹 楊彼得弟兄 曾偉珩弟兄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黃香娣姊妹

影音: 李建業弟兄 梁睿熙弟兄 郭　宏弟兄 鄭心怡姊妹 陳永祐執事 梁睿熙弟兄 雷偉勝弟兄 鄭美珍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徐俊榮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葉玉娥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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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　- -　-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　- -　-

司事: 余凱琳小朋友 馬曉思小朋友 -　- -　-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溫燕玲姊妹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芷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王月珊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陳敬蓮姊妹 羅啟然姊妹 林笑寶姊妹 夏麗婷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寶頤姊妹

 
預苦期第二主日（紫）(3月17日) 預苦期第一主日（紫）(3月10日) 

本月累積奉獻: $228,067  (包括發展及購堂: $55,800) 上週奉獻總數: $228,067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呂金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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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