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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神 Missio Dei 

仍記得泰國的宣教士分享她初次前往泰國的時候，發現許多廟宇和異端信仰遍佈

各地，許多人未聽聞福音；然而，有宣教士進入泰國傳福音後，教會建立起來，這些

見證令她深受感動，於是回應主呼召，被教會差遣往泰北宣教。 
 

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見證自己被父神差遣，履行祂的旨意和計劃：「因為我從天

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願行，而是要遵行差我來那位的旨意。（約 6:38）」繼而，

主耶穌也從父差遣聖靈來到世上，叫人可以藉著聖靈明白真理，信靠基督：「但我要從

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的那真理的靈，他來的時候要為我作見證。」（約 15:26）

及後，使徒們被聖子所差遣，履行福音的使命：「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 20:21）因為使徒的見證而歸信基督的人

（包括我們在內），也被主耶穌差遣到世上為主作見證，這就是信徒的大使命：「耶穌

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太 28:18-20） 
 

聖父差遣聖子救贖萬民，聖父與聖子又一同差遣聖靈與人同在，三一神繼而差遣

使徒和教會信徒進入世界繼續見證基督、開展宣教的工作。巴特（Karl Barth）於 1932

年的「白蘭登堡會議」中提出：『宣教是神自己的活動，是建立在三一神的意志基礎上，

神是一位宣教的神（Missio Dei, 拉丁文）。宣教或傳福音不是由教會的事工衍生出來的

活動，宣教乃是「由神真正的本質衍生而來」』。1 
 

為耶穌基督作見證是教會的首要任務。我們初信主的時候，心裡火熱受感動，希

望把福音傳給家人和朋友；但隨著信主的年日不斷增加，我們傳福音的心志有否減退？

除了關心「近鄰」的福音需要之外，福音傳遞的範圍也應該漸漸向四周擴展，去關心

「遠鄰」的福音需要，例如：東南亞有不少佛教或伊斯籣教國家的人民，我們可以了

解他們的情況，協助宣教士搭建橋樑，透過醫療、教育、科技等去開展福音的工作。

因為無論是向近處或遠處傳福音，都是宣教的神本身的心意和行動。 

陳麗樟姑娘

                                                 
1
 袁海生，《百年滄桑與普世宣教事工的機遇》（香港：中國浸信會神學院，2018），166。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八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詩篇 66 篇 16、20 節 (舊約 823 頁) ........................ 眾  立 

16  敬畏神的人哪，你們都來聽！我要述說他為我所做的事。 

20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沒有推卻我的禱告， 

也沒有使他的慈愛離開我。 

3. 讚美 .............................榮耀全歸上主 (普天頌讚 108 首) .......................... 眾  立 

1 榮耀全歸上主─至高全能父神，平安、恩惠、拯救歸地上子民； 

 我眾救主、君王、全權永活真神，祢配尊貴、榮耀、讚美與崇敬。* 

2 讚美耶穌基督─聖子差自父神，上主羔羊─背負世人眾罪愆， 

 如今榮登寶座，與父執掌王權，聆聽主民祈求，撫慰施慈憐。  * 

3 我眾獨尊基督，承認、恭敬聖名，我眾高舉基督為救主君王， 

 榮耀歸於基督，榮耀歸於聖靈，榮耀歸於聖父，拜伏永頌揚。  * 

阿們。 

* 萬千受造生靈聯合齊發歌聲，藉主名、靠聖靈向主獻頌稱。 

獨一永生真神，三一深奧莫名，具體聖道顯明讚美永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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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求主使用差遣 (普天頌讚 526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11 篇 (舊約 879 頁) ................................. 眾  坐 

           提摩太後書 2 章 8-15 節 (新約 332 頁) 

7. 獻詩 ................................. 知主同行 (普天頌讚 566 首) .............................. 詩  班 

8. 奉獻 ................................. 根基穩固 (普天頌讚 51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8 章 27-37 節 (新約 102 頁) ....................... 眾  坐 

10.信息 ................................................... 人無價 ................................................. 眾  坐 



 

 

11. 回應 ................................. 寧有愛我上主 (青年新歌 4) ............................... 眾  立 

1 寧有愛我上主，而非珍寶，寧屬愛我主，真金不可相比； 

寧有愛我上主，而非屋宇，寧被主受釘那手親牽引。 ** 

2 寧有愛我上主，而非掌聲，寧委身盡忠，謹遵天國使命； 

寧有愛我上主，名聲怎比，寧盡力效忠我恩主聖名。 ** 

3 我主比百合花，榮美千倍，遠比蜜味甘，根本不足相比； 

我恩主可滿足靈裡飢渴，寧有愛我主，盼祂親拖帶。 ** 

 

** 猶勝治四方，作君尊統帥，仍困罪惡、恐懼裡； 

寧有愛我上主，而非一切人間珍寶、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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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 28-34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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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團將於 10 月 15 日（二）上午 10:00 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主題

為「改善記憶—日常生活應用篇」，歡迎 60 歲或以上肢體參加。 

4) 執事會訂於 10 月 17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

賜智慧共商聖工。 

5) 兒童部於 10 月 27 日 (上午 9:00-10:15 及 11:30-12:45) 在本堂康樂室舉行

小學生兒童佈道會，並邀請小丑佈道隊帶領福音信息，歡迎各位兒童主日

學學生及家長邀請新朋友出席佈道會。可參閱張貼於圖書閣的宣傳海報。

屆時幼稚級兒童崇拜及主日學照常在課室內進行。 

6) 會友大會及 2020-21 年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7 日早上 10:15 舉行，請會友

準時出席，會友大會議程已張貼於圖書閣對出的間隔上。當天青成年主日

學、兒童詩班練習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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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Hornpipe by Henry Purcell (1659-95) ....................... 眾  坐 

 

默禱、散會



 

 

 
 

 
 

講道應用 

若因為要見證我們所信的耶穌，因而有機會失去了世上的金錢或前途，我們會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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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楊穎君執事 楊穎君執事

讀經: 陳　諾弟兄 林湛基弟兄 陳　諾弟兄 繆迺頌姊妹 陳卓欣姊妹 鄭穎儀姊妹 陳卓欣姊妹 呂潔儀執事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文姊妹 潘裕圖弟兄 潘裕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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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燕麗姊妹 陳拔萃弟兄 鄒小敏姊妹 鄭倩雲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黎美滿姊妹 唐建寛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呂玉潔姊妹 黃家成弟兄 邱頌詩姊妹 鄧愛賢姊妹 何惠敏姊妹 李敏池弟兄 黎鳳英姊妹

當值: 陳惠霞姊妹 高燕萍姊妹 呂君達執事 余文耀執事 馬君思姊妹 鍾志堯弟兄 彭秀群姊妹 劉柏堅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陳貽添執事 李芷珊姊妹 蔡加德弟兄 陳其銘弟兄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徐俊榮執事 王偉樂執事 李燕怡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楊明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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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　- -　-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　- -　-

讀經: 李嘉懿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　- -　-

司事: 鍾晞呈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信實: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林溢敏姊妹 黃鑾鳳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趙修培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趙修培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徐保仙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九主日（綠）(10月20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八主日（綠）(10月13日) 

本月累積奉獻: $176,876  (包括發展及購堂: $27,250) 上週奉獻總數: $17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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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慧冰葉卓林、陳其銘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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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