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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短宣」事奉改變我 
 
兒時因為家中的兄姐先後信主，眼見他們每星期也到教會聚會，好奇心驅使自已主動提出希望

上教會。教會生活最初的感受可能與一般的青少年無異，較為沉悶，因此也難以維持穩定的參

與，但在內心埋下了種子-神是愛的種子。中五那年，將近成年的自己要為前程打算，而第一個

安排就是立志穩定到教會聚會，這立志一直堅持至今。 
 
穩定的教會生活，兩年後接受水禮，也開始在堂會有崗位的事奉，記憶中最先的事奉是崇拜影

音控制員，後來又當上堂會的圖書館管理員及團契職員等。除了每年在青少年夏令營中擔任

「總務」一職，最深刻的事奉就是參與「短宣」服事，第一次的「短宣」是跟隨母會的「聖歌

團」到汕頭的教會獻唱，那次只是負責雜務及攝影。當年汕頭的陸路交通仍很落後，所以隊伍

從九龍的啟德機場坐飛機前往，回程選擇了乘坐客輪，航程需要一整個晚上。第二次是前往澳

門作幾天短期福音工作，有參觀當地教會、向澳門的漁民傳福音及街頭派福音單張。這幾天的

住宿安排，年輕的弟兄在當地的教會留宿，而堂會是沒有熱水供作沖涼之用，巧遇寒流到訪，

晚上氣溫下降至攝氏 3-4 度，水喉流出冰冷的水，令年輕的自己更添火熱。 
 
兩次的短期宣教體會，再加上母會在宣教的教導及提供相關的工作坊，讓年青的自己明白到在

本地及外地傳福音的使命，與及新、舊約聖經如何強調神的愛是恩及萬邦。 
 

「看哪，這就是我與你立的約，你要成為多國的父。從今以後，你的名字不再叫亞伯蘭，要叫

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經立你作多國之父。(創 17:4-5)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代的終結。」(太 28:19-20) 
 
香港有不少的宣道會堂會也有說這口號：「一生(最少)一短宣」，不同堂會有自己的目標及對

「短宣」的理解；就個人而言，「短宣」改變了自己事奉的觀念，事奉者的身份被肯定，也看

到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當願意付出多少，神就用自己多少，越多努力、越多感受。或許你未

必明白這感受，但只要日後你也曾參加「短宣」的服事，也會有自己事奉的領受，或許比我更

深遠、更豐富。

 
陳志輝牧師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07 篇 1-3、43 節 (舊約 874 頁) 眾立 

  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2 願耶和華救贖的百姓說這話，就是他從敵人手中所救贖， 
  3 從各地，從東從西，從北從海那邊召集來的。 
合：43 凡有智慧的必在這些事上留心，他必思想耶和華的慈愛。 

3. 讚美：天父世界真美麗 (生命聖詩 514 首) 眾立 

** 一切美麗光明物，一切活潑生靈， 
一切聰明可愛物，都是父手所造。 

 
1 每朵開放的小花，每隻唱歌小鳥， 
 鮮明顏色小羽翼，都是父手所造。  ** 
2 蒼翠青山在遠方，流水江河迂迴， 
 朝日夕陽顯輝煌，滿天絢麗燦爛。  **  (間奏) 
3 冬日雪花滿天飛，夏日明麗太陽， 
 秋天鮮果滿芳園，每顆是祂所造。  ** 
4 祂賜眼睛善觀賞，賜我口舌宣揚， 
 全能主宰是天父，萬物是祂所造。  **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耶穌愛我 (生命聖詩 513 首) 眾坐 

1 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我，  
 幼小孩童祂牧養，他們軟弱主剛強。  **  

2 耶穌愛我，永不變，雖我軟弱多疾病，  
 從今離罪得釋放，因主釘死十架上。  **  (間奏) 

3 耶穌愛我，捨生命，將我罪惡洗乾淨，  
 天堂恩門為我開，讓祂小孩走進來。  **  

4 耶穌愛我，到永遠，一生道路主陪伴，  
 主既為我罪捨命，活着願榮耀主名。  **  

** 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有聖經告訴我。 
 



 

 

 

6. 誦讀經文 眾坐 

馬可福音 4 章 35-41 節 (新約 59 頁) 

35 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對岸去吧。」 
36 門徒離開眾人，耶穌已在船上，他們就請他一同去； 

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 
37 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入船內，以致船灌滿了水。 
38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他，說： 

「老師！我們快沒命了，你不管嗎？」 
39 耶穌醒了，斥責那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 

風就止住，大大平靜了。 
40 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41 他們就非常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都聽從他。」 

  

哥林多後書 6 章 1-13 節 (新約 275 頁) 

1 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白受他的恩典； 
2 因為他說： 

「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幫助了你。」 
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看哪，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3 我們不在任何事上妨礙任何人，免得這使命被人毀謗； 
4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就如在持久的忍耐、患難、困苦、災難、 
5 鞭打、監禁、動亂、勞碌、失眠、飢餓、 
6 廉潔、知識、堅忍、恩慈、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 
7 真實的言語、神的大能、藉著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 
8 榮譽或羞辱、惡名或美名。我們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 
9 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似乎是死了，卻是活著； 

似乎受懲罰，卻沒有被處死； 
10 似乎憂愁，卻常有喜樂；似乎貧窮，卻使許多人富足； 

似乎一無所有，卻樣樣都有。 
11 哥林多人哪，我們對你們，口是誠實的，心是寬宏的。 
12 你們的狹窄不是由於我們，而是由於你們自己的心腸狹窄。 
13 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 

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7. 兒童成人詩班聯合獻詩：頌歌響遍 (美樂頌 189 首) 眾坐 

1 晨曦霧散聽小鳥唱歌，微光下看風景俏； 

 神賜人萬物點綴世界，歌頌上帝達九霄： 

 高唱，歡唱，和唱。 

2 黃昏夕照聽小鳥再歌，雲彩下看風景變； 

 神賜人壽命生活世界，歌頌上帝達九霄： 

 高唱，歡唱，和唱。 

3 天降甘霖，風送花香；太陽漸退、海上月升、 

 星兒微笑天邊，頌歌響遍四處。 

4 天降甘霖，風送花香；太陽漸退、海上月升、 

 星兒微笑天邊，頌歌響遍四處。 

5 晨曦霧散聽小鳥唱歌，微光下看風景俏。 

 神賜人萬物點綴世界，歌頌上帝達九霄！ 

 高唱、歡唱、和唱。 

8. 奉獻：僑 (美樂頌 145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6 章 1-11 節 (舊約 689 頁) 眾坐 

1 那夜王睡不著覺，吩咐人取歷史書，就是史籍，念給他聽， 

2 發現書上寫著：王有兩個守門的太監辟探和提列， 

 想要下手害亞哈隨魯王，末底改告發了這件事。 

3 王說：「末底改做了這事，有沒有賜給他甚麼尊榮或高位呢？」 

 伺候王的臣僕說：「沒有賜給他甚麼。」 

4 王說：「誰在院子裏？」那時哈曼正進入王宮的外院， 

 要請王把末底改掛在他所預備的木架上。 

5 王的臣僕對他說：「看哪，哈曼站在院子裏。」 

 王說：「叫他進來。」 

6 哈曼就進去。王對他說： 

「王所喜愛要賜尊榮的人，當如何待他呢？」哈曼心裏說：
「王所喜愛要賜尊榮的人，除了我，還有誰呢？」 

 

 

 

 



 

 

 

7 哈曼就對王說： 

 「王所喜愛要賜尊榮的人， 

8 當把王所穿的王袍拿來，牽了戴冠的御馬， 

9 把王袍和御馬都交給王一個極尊貴的大臣， 

 吩咐人把王袍給王所喜愛要賜尊榮的人穿上， 

 領他騎著御馬走遍城裏的廣場， 

 在他面前宣告：『王所喜愛要賜尊榮的人，就是這樣待他。』」 

10 王對哈曼說： 

 「你速速把這王袍和御馬，照你所說的， 

向坐在朝門的猶太人末底改去做。 

凡你所說的，一樣都不可缺。」 

11 於是哈曼把王袍給末底改穿上， 

 領他騎著御馬走遍城裏的廣場，在他面前宣告： 

 「王所喜愛要賜尊榮的人，就是這樣待他。」 

10. 信息：那夜王睡不著覺 眾坐 

11. 回應：我知誰掌管前途 (生命聖詩 283 首) 眾立 

我知誰掌管前途，我知祂握着我手； 

在神萬事非偶然，都是祂計劃萬有。 

故我面臨的遭遇，不論大小的難處， 

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交託主。× 2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這是天父世界 (生命聖詩 512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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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

司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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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吳慧儀博士 吳慧儀博士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讀經: 陳　諾弟兄 陳朝發弟兄 陳　諾弟兄 黃翰濤弟兄 周鈺貽姊妹 顧建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文蓮姊妹 唐建寛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铭章 周潔頤姊妹

司事: 張滿嬌姊妹 辛列卿姊妹 李思敏姊妹 邱頌詩姊妹 陳景安弟兄 呂玉潔姊妹 莫綺湘姊妹 盧惠旋姊妹

當值: 麥永佳姊妹 甄志賢弟兄 林志剛弟兄 馬君思姊妹 鍾志堯弟兄 方艾洲弟兄 古海劍弟兄 彭秀群姊妹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陳其銘弟兄 陳朝發弟兄 李雪葵姊妹 徐俊榮執事 鍾穎嵐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陳貽添執事 陳永祐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錢惠如姊妹 鄒念龍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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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　- -　-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　- -　- 李嘉懿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子民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李笑歡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笑歡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敬因姊妹 郭小姬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綠）(6月27日)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綠）(6月20日) 



 

 

 

 
 

 
 

 

 

 

 

 

 

 

 

 

 

 

 

 

 

 

 

 

 

 

 



 

 

 

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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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

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Facebook直播帖

文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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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7 月 26 至 30 日(一至五)舉行，主題：

「玩轉 Emoji World」名額 40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地

點：藍田堂，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參加（2021 年 9 月升讀年級），

現正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參加之兒童請填妥報名表格及連同

現金或支票$250 交楊婉芳行政主任。截止報名日期：6 月 27 日，

請各家長報名從速。 

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5) 會友周秋姊妹丈夫（鄧柏添先生）喪禮定於 6 月 29 日(二)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 1 樓博愛堂設靈，6 月 30 日(三)早上往和合

石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6) 會友蔡綺媚姊妹丁母憂(蔡莊耀真夫人)於 6 月 10 日安息主懷，

安息禮定 7 月 1 日（四）晚上 7:30 於萬國殯儀館地下孝思堂舉

行。7 月 2 日（五）早上 9:30 舉行出殯禮，靈柩隨即移送到哥

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7) 連宋雲先生(連卓欣、連卓鴻父親)於 6 月 13 日離世，喪禮定 7

月 14 日(三)晚上 7:30 於世界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