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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疫情下的宣教工作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

警戒人，勸勉人。」（提後 4:2） 受到疫情影響，原定去年 3 月份舉行的佈道會，

正如主題「變幻中的平安」一樣經歷變化不定的處境，最終推遲至今年 4 月 24 日

舉行，盼望主使用佈道會，讓更多人得著從耶穌基督而來的真平安。 

在各處的宣教工作也同樣受到疫情的影響，有些宣教士要回家避疫，重整旗鼓。

筆者認識一名宣教士在家鄉避疫期間，與隊友一起為遠方的工場及對象祈禱，突然

腦海中閃過一個畫面：他們與一名福音對象討論敬拜上帝的真理。然而，當時這位

福音對象正在遠方工場內的醫院接受治療，因為遇上嚴重的交通意外而進行腦部

手術，導致不能說話和走路，他們怎能彼此談論福音呢？這位宣教士雖然不明白這

個異象，但仍然默默記念這位受傷的朋友。大約半年之後，宣教士返回福音工場，

這位受傷的朋友也慢慢地康復起來，能夠用拐杖扶著走路，也能夠講出一些單字及

短句，於是那位宣教士決定去探望他。臨出發前一晚，神感動宣教士要奉主的名祈

禱醫治他，並向他分享好撒瑪利亞人的經文，於是宣教士就準備這樣做。 

傾談之間，福音對象突然因為身體疲倦而要小睡片刻，屋子裡又坐滿了親屬，

環境看來不便繼續下去，但宣教士因為堅信從神而來的呼召和差遣，耐心地留在屋

裡等待時機。突然福音對象睡醒了，進食後顯得十分精神，更邀請宣教士進入小房

間內傾談。於是宣教士立即分享好撒瑪利亞人的經文，對方非常專注聆聽，並且被

神的愛感動，於是宣教士就為他身心靈得醫治而祈禱，並邀請他接受耶穌基督為救

主，這位朋友果然願意接受主耶穌基督，並且面帶笑容點頭，祈禱時更激動地用力

抓著宣教士的手，甚至哭了起來，把車禍中受傷以來的不愉快都沖走，表示祈禱後

「好舒服、好開心」！ 

筆者雖然不能透露宣教士身處之地，但四年前曾到訪當地，接觸當地的朋友，

他們為人熱情主動，投入參與我們預備的活動，並聆聽耶穌基督的福音。盼望我們

與一眾宣教士在疫情之以，透過不同途徑和方式，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能結出更

多福音的果子。 

 
陳麗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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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棕枝主日 (紅)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8 篇 21-23、29 節 (舊約 885 頁) 眾立 

21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22 匠人所丟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23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 

29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3. 讚美：無量榮光 (普天頌讚 230 首) 眾立 

** 無量榮光與讚美都歸救世之君， 

 當年兒童的歌唇：“和撒那”歌聲震。 
 
1 君尊大衞的後裔，以色列大君王， 

 奉主聖名今來臨，當受萬民讚揚。  ** 

2 往昔夾道的人羣迎主歡拂棕枝； 

 今日眾心同獻奉讚美、禱告、頌辭。 ** 

3 當天基督受難前，他們讚美、歌唱； 

 今日主升至高處，我們歡欣頌揚。  ** 

4 慈悲之主滿恩憫，始創一切美善， 

 喜悦往昔民稱頌，今懇收納歌讚。  **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十架光芒 (普天頌讚 242 首) 眾坐 

1 君王旗幟領先飄揚，十架徽號萬丈光芒； 

 如此奧祕：屠宰“生命”，藉祂死亡賞賜永生。 

2 救主聖軀被釘創傷：矛槍無情刺穿肋旁， 

 寶血和水如注傾流，洗淨人間一切愆尤。 

3 遠古神僕早發預言，受感大衞為主先見： 

 上主國度遍地彰顯，十架應驗真神王權。 (間奏) 

4 奇妙十架上主所立，基督捨命王者血蹟， 

 聖軀背負刑罰憂患，承擔我眾罪孽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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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撤迦利亞書 9 章 9-12 節 (舊約 1438 頁) 

9 錫安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啊，應當歡呼。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 

 謙和地騎著驢，騎著小驢，驢的駒子。 

10 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 

 戰爭的弓也必剪除。 

 他要向列國講和平； 

 他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從大河管到地極。 

11 錫安哪，我因與你立約的血， 

 要從無水坑裏釋放你中間被囚的人。 

12 被囚而有指望的人哪，要轉回堡壘； 

 我今日宣告，我必加倍補償你。 

  

腓立比書 2 章 5-11 節 (新約 302 頁)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神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 

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 

8 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 

11 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神。 

7. 回應 (奉獻)：請看上主─義僕君王 (普天頌讚 237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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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21 章 1-11 節 (新約 34 頁) 眾坐 

1 耶穌和門徒快到耶路撒冷，進了橄欖山的伯法其時， 

 打發兩個門徒， 

2 對他們說： 

「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會立刻看見一匹驢拴在那裏， 

還有驢駒同在一處，解開牠們，牽到我這裏來。 

3  若有人對你們說甚麼，你們就說：『主要用牠們。』 

 那人會立刻讓你們牽來。」 

4 這事發生是要應驗先知所說的話： 

5 「要對錫安的兒女說：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 

 謙和地騎著驢，騎著小驢—驢的駒子。」 

6 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的去做， 

7 牽了驢和驢駒來，把他們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 

8 許許多多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鋪在路上， 

 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 

9 前呼後擁的人群喊著說： 

 「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至高無上的，和散那！」 

10 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全城都驚動了，說：「這是誰？」 

11 眾人說：「這是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的先知耶穌。」 

9. 信息：世界期待的謙和之君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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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應：王騎驢進城 (普天頌讚 225 首) 眾立 

1 萬王之王正騎驢，顯赫威榮前行， 

 祂是萬主的主帥，掌握至高權衡。 

 藉釘身十架犧牲，毀壞死權告凱旋， 

 勝死復活證永生，失喪者獲新生源。  ** 

2 萬王之王正歸來，召集屬祂百姓， 

 祂是萬主的主宰，收割所栽豐盛， 

 那時主名被宣稱，萬邦屈膝展拜伏， 

 萬口眾舌齊承認：被殺羔羊！同仰目！ ** 

3 萬王之王，萬有主，我要高歌慶祝， 

 祢是萬主的主宰，因祢大愛歡呼！ 

 雀躍舞蹈獻新歌，隨敬拜列隊進行。 

 祢是我喜樂歡欣，祢是我一生力量！  ** 

 

** 你當昂首，古舊門戶！榮耀之君！ 

 歡迎進居。君王何許？得此華冠？ 

 祂名─萬有全能上主！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To God on high alone be glory 眾坐 

   by Johann Gottfried Walther (1684-1748)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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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合 堂 ***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利珍寶姊妹 李燕怡姊妹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 陳貽添執事 莫雪貞執事

朱美儀姑娘 陳志輝先生

潘裕圖弟兄

暫　停 暫　停

甄樂陶弟兄

周家揚弟兄 林美荃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主日(白/金)(4月4日) 聖餐棕枝主日（紅）(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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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
 者，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
 參與本堂聚會。 

2) 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於 Facebook 直播帖
 文或登入 https://forms.gle/j3MYJAvgVq4nSYST9 填寫「網
 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
 代禱需要。 

3) 弟兄姊妹若出現情緒波動、面臨抉擇及生活需要等問題，
 請與本堂牧者聯絡，會盡力傾聽、舒解及代禱。 

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啓示錄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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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月 2 日(五)晚上 7:30 受苦節崇拜，暫以網上直播形式進
 行，弟兄姊妹只要瀏覧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
 可。 

6) 4 月 3 日(六)、5 (一) -6 (二)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7) 本堂將於 4 月 24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余德
 淳博士主講，題目：「變幻中的平安」。若未能恢復實體聚
 會，將會在藍田堂 Facebook 進行網上直播，不設陪談時段，
 佈道會後請弟兄姊妹轉發網上回應表給福音對象，亦歡迎
 轉介教牧同工認識或探訪對象。稍後若放寬宗教聚會，佈
 道會將同時以直播及實體聚會進行。 

8) 2020-21年度奉獻截數日期及時間定為 3月 28日中午 12:00

 時正，截數後所收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2021-22)計算，
 本年度奉獻收據會以「電子收據」於 4 月 26 日後以電郵發
 送。會友欲更改電郵信箱地址或希望以其他形式領取收據，
 請登入 https://forms.gle/SfAYM6ULNoGbV19d8 填寫資料。
 截止日期：4 月 25 日下午 1 時正。 

 

 

https://forms.gle/j3MYJAvgVq4nSYS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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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堂詩班招募弟兄姊妹參與詩班司琴事奉，可與盧影媚姊
 妹、陳志輝傳道聯絡及查詢詳情。(建議須考獲鋼琴或風琴
 八級或以上) 

10)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11) 會友林少常弟兄安息禮於 3 月 30 日晚上 8:00 於萬國殯儀
 館 303 室舉行，3 月 31 日於和合石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
 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