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日崇拜 2020年 5月 24日 差傳主日 

四拾．傳承《四海福音傳萬邦 拾起角色承使命》 

上午十時 

敬拜提示：程序若有站立的項目，如身體不方便或長者，可選擇自由坐著 

默禱 (序樂 )  ·····························································································  會 眾 

宣  召   ······································· P.1 ···············································  主 席 

讚 美   ································· 讚嘆主恩 ·······································  會 眾 

啟 應 經 文   ······································· p.1 ·········································· 1 主 席 

讚 美   ································· 傳承使命 ·······································        會 眾 

獻 詩  ································· 主同在 ·······································  詩 班 

讀 經  ···················· 使徒行傳 28：16-31 ··························  主 席 

證 道  ························· 沒法禁止的使命 ······························  盧炳照牧師 

回 應 詩 歌  ································ 立志擺上 ···········································  會 眾 

奉 獻   ····················································································· 主 席 

家事分享及 牧禱 ····················································································  譚漢陽牧師 

三 一 頌  ·····························································································  眾 立 

讚美真神憐憫賜恩，諸般祝福普施萬人； 

全地生靈天庭萬眾，稱頌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祝 福  ·····························································································  眾 立 

殿 樂   ·····························································································   眾 立 

 ─ 散 會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作主門徒  成主忠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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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詩 104:24、賽 12:5 

耶和華阿、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願這事普傳天下。 

 

【啟應經文】 

傳 3：11，林後 5：18-19，弗 3：9-11，提前 2：4-5，提後 4：1-2 

啟：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

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應：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

賜給我們。 

啟：這就是 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應：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 神裡的奧秘、是如何安

排的。 

啟：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應：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 

啟：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應：因為只有一位神、在 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

耶穌。 

啟：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和他

的國度囑咐你． 

應：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

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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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禱告事項※ 

1.歡迎 

 歡迎弟兄姊妹和每一位初次參加敬拜的親友，願主賜福給您，常與您同在。 

2.執事會 

 會友大會 

本堂 2020 至 2021 年度年議大會(會友大會)，謹訂於 5 月 31 日(主日)下午

1 時 30 分在本堂內舉行；會上聽取執事會工作報告、同心議事並為教會禱

告。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並為保障會友及其他出席年會人士的安全，

本堂將按「活泉堂疫情期間聚會安排及指引」在會場採取與崇拜相同之預防

措施，包括在堂會範圍內必須配戴口罩、即場進行體溫檢測、會眾若有新

冠病毒的症狀，或感冒及發燒等，請儘快求診。此外，按當天出席人數，

或將分散部份會眾到西岸副堂，並安排正堂及副堂相互直播，以減低人流

密集度。年議大會需要有足夠之法定人數出席才能有效開始，謹請弟兄姊

妹預留時間出席，按照 聖靈感動，踴躍發言，推動聖工。 

2019-20 年度年報已備妥，各位可掃描以下 QR Code 取得，預先省覽。為

資料安全發放，年報已加密碼，請留意報告或向傳道同工、執事、幹事查

詢。另備有少量印刷本，請向幹事索取。 

 

5 月 31 日(主日)崇拜後亦有半小時祈禱時段，給現場會眾參加。盼望到時同

聚一堂，將感恩、讚美一同獻呈主。 

3.堂會報告 

 有關活泉堂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措施指引(2020年5月8日更新) 

 指引是基於2020年1月29日播道會總會向各堂會單位發出《武漢肺炎—防疫

及抗疫指引》，及活泉堂實際情況需要，也因應疫情發展變化訂定而成。 

 香港政府於2020年5月2日下午公布限聚令在有限度程度放寬下，延長至5月

21日為止，之後亦陸續宣布復課安排，由5月27日(中三至中五復課)起，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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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幼稚園K3相繼在6月復課。 

崇拜指引 

 現場崇拜暫訂由2020年5月31日(當日為聖餐主日)起恢復(同時有網上直

播崇拜)，將如常在星期六下午5時30分及星期日早上10時開始，惟參與現場

崇拜的弟兄姊妹及來賓須遵守以下事項： 

(1) 如可行的話，崇拜前請自行在家中量度體溫，會眾若有咳嗽、流鼻水或打

噴嚏等症狀，或感冒及發燒等，請儘快求診並安心留在家中敬拜禱告。 

(2) 在堂會範圍內必須配戴口罩，由於口罩供應短缺，教會僅剩餘少量供應沒

有口罩者，派完即止，懇請各弟兄姊妹自備。  

(3) 限制崇拜人數：為保護出席現場崇拜的弟兄姊妹，禮堂座位將以較疏落方

式擺放，正堂人數限於100人(S1-20人；S2及S3-80人)，如超過100人參

與，後來者會安排至副堂小禮堂看直播參與(人數限定20人內)，其他人可

安排不同房間自行用手機參與臉書崇拜直播。 

(4) 堂會於梯間出入口設置酒精搓手液，請弟兄姊妹進入教會範圍時先清潔雙

手。崇拜招待亦會為會眾量體溫。並減少不必要身體接觸如握手及擁抱。 

(5) 請會眾在聚會後把使用過紙巾或口罩帶走及放入有蓋垃圾桶。  

(6) 堂會加強清潔所有地方。 

(7) 施聖餐時會使用防感染措施，例如：牧師及襄禮帶口罩、手套，使用獨立

包裝聖餐餅和杯，用膠袋收集用過的聖餐杯。在家崇拜、已接受水禮的肢

體，可預先聯絡教會同工，安排取得餅和杯，俾能在聖餐期間，可以同領

餅和杯，如未能預先取得，亦請在此段時間，一同默禱記念主耶穌基督的

救恩。奉獻可在崇拜後自行放進奉獻袋內。 

兒童及青少年崇拜注意事項  

為保護兒童健康，原則上不建議帶同12歲以下子女一起崇拜，如需帶同子

女參與，務必確定子女在聚會時能按照衛生指引洗手及戴好口罩，保護好子女

健康安全。 

崇拜網上直播：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或作在靈裡和真理中拜

祂) (約四24)。在約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穌提及敬拜神不宥於地點或傳統儀式，

然而，必須要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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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泉堂安排臉書同步直播崇拜，如未能出席崇拜者，可於網上觀看直播，

一同參與崇拜。程序表亦於之前上載至臉書的活泉堂專頁。如會眾透過網上直

播一同敬拜，應抱持與在現場敬拜一樣的態度，預留該段崇拜時間，預備好自

己身心靈，等待一同敬拜神。 

弟兄姊妹如不能回教會崇拜中作奉獻，以下兩方式可作安排： 

1） 支票請直接寄給教會致張慧坤執事或歐陽妙如幹事收。 

    支票抬頭：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 Woot Chuen Church) 

教會地址： 九龍長沙灣元州街298號海旭閣一樓 

2）自行存款到本堂之東亞銀行帳戶內（帳號：015-527-10-403983-9），入

數紙可寄回教會；或傳真 2729 4895； 或電郵 

info@wootchuenchurch.org 

註：支票或入數紙，請寫上中文姓名及聯絡電話，並附註奉獻項目，如：月獻、  

    感恩捐、差傳奉獻、慈惠、購堂 ...等等（參活泉堂奉獻封）。 

祈禱會、團契及主日學指引 

(1) 原則上教會各團契及主日學暫停現場聚會，但儘量使用網絡工具軟件維持

聚會。如團契、小組、主日學，有需要在教會聚會，須與團契顧問商討，

在空間足夠而人數不多，及足夠安全健康保障措施下，繼續是項活動。 

(2) 教會祈禱會在晚上8時30分至9時30分，用zoom meeting軟件，以網上祈

禱小組形式進行。有意參加者可與傳道同工聯絡。 

(3) 這段時間聚會雖然停了，但彼此相愛、彼此鼓勵的方法沒有律法禁止，仍

可透過電話聯絡、網絡軟件，和更多創意的方法，彼此關心。 

各部會議指引： 

可在空間足夠，每組人數不多及有足夠安全健康保障下，恢復在教會開會。 

活泉堂辦公室指引 

(1)同工及幹事5月19日起恢復正常時間上班。  

(2)如同工或同工家人有確診，應即時停止回辦公室，辦公室須進行消毒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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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祈禱會 

 日期：2020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8：30-9：30 

 負責人：各同工   內容：為幼兒、小學生祈禱    

 參加者請與同工聯絡 

 

5.傳道部 

 全球佈道月： 

GO2020 全球佈道月共收到 28 人回應。 

1.其中立志為 5 位未信者禱告共 18 人, 

2.立志向 5 位朋友傳福音共 10 人。 

3.報讀六月《珍貴福音》課程共 7 人。 

請各人於 5 月 31 日前登入此連結，填上您的姓名及回答第二題問題，讓大

會知道各人實踐的情況，然後按:提交。 

（如先前未填立志，可一次過填寫立志及回覆第二題的答案。） 

 

GO2020 全球佈道月 

https://forms.gle/DrHheRYZaHWLF1iw5 

 

 《福音主日》 

日期：7 月 5 日 (星期日） 

時間：早上 10 時崇拜，請 9 時 45 分前到達。 

主題：當「曾亦信」遇上「耶穌」 

講員：李志豪傳道 

內容：生命故事-非一般見證演出、同您探討是否信則有「！ ？」 

願主愛激勵我們踴躍邀請親友參加。 

弟兄姊妹請預留時間出席 2/7（四)晚上 730 為佈道會及親友們祈禱， *同時

並有事奉人員簡介會*。 

請各團契負責人鼓勵大家交代禱名單及安排時間為佈道會提名禱告。 

教會有少量 A5 宣傳單張作邀請新來賓但由於數量有限、鼓勵用電子版邀請

對象。 

https://forms.gle/DrHheRYZaHWLF1i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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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預留時間出席 7 月 12 號 12:15-13:15 的重聚日、跟新來賓有進一步的

溝通、讓新來賓能快些融入教會 

 

 

※活愛堂消息※ 

1. 本堂招聘傳道同工一名，協助即將退休的牧師，分擔部份教導,牧養,關顧工

作。需有神學學士或以上學歷，處事成熟；有拓荒植堂心志；兩年牧會或職

場工作經驗。歡迎肢體們介紹引薦，請跟梁牧師聯絡，並請代禱。 

  

     
†.†.†.†.†.†.†.†.†.†.†.†.†.†.†.†.†.†.†.†.†.†.†.† 
牧者分享 – 差傳學堂(一)                     李志豪傳道 

編者話 

  5 月是活泉堂差傳年會的 40 週年，活泉堂作為一所「差傳教會」，在差

傳的事工上當然不遺餘力，但到底何謂差傳呢？「差傳敎會」又是甚麼來的呢？

在今期的牧者分享開始，在往後我所分享的文章中將會不時刊登一寫有關差傳

的文章，當中有的是我從前在自己的網誌上刊登過的，有的是最新資訊，盼望

令弟兄姊妹在差傳和宣教上有更深的了解。 

一、 「差傳」與「宣教」 

  有人說「差傳」是傳福音的理念，「宣教」是傳福音的行動；又有人說「差

傳」是指異地傳福音，「宣教」是向異文化的人傳福音；亦有人說「差傳」是

教會差派的佈道工作，「宣教」則是個人自主意願的傳福音行動；更有人說「差

傳」是教會或機構差派信徒去推動海外福音工作，「宣教」則是指長時間委身

於某個族群的福音事工。究竟「差傳」與「宣教」這兩個我們經常採用的詞彙，

到底有何分別呢？ 

     要理解當中的意思，我們可先從英文 “Mission” 一字作開始，

“Mission”是一個名詞，中文意思是「使命」，後來再被翻譯成「差傳」或

「宣教」。 

「差」者是差派、差遣的意思﹕強調教會差派的行動或計劃。 

「傳」者是傳揚、傳道的意思﹕是指藉行動去傳遞一些事情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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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者是宣告、宣揚、宣講的意思﹕是藉言語去表達某個意念。 

「教」者是基督教、信仰、福音的意思﹕強調所表達的內容是與信仰或福音有

關。 

     如此看來，「差傳」的意思是強調差派與傳揚，但卻無明顯表達所傳遞

的內容是甚麼。而「宣教」則著重於宣揚基督教的福音，卻又忽略了差者的角

色。 

     傳統上，許多人將「宣教」視為是 “Mission(使命)”的廣義解釋，當

中亦包含了兩大觀念：(一)是文化使命 — 涵蓋關注福利服務、社會公義等；

(二)是福音使命 — 包含傳福音、植堂與佈道。後來在「佈道」一詞上，又引

伸出本地福音工作及海外差傳工作，故此，在「宣教」這個名詞之前加上「海

外」二字，以示兩者明確的分野。另一方面，基於「宣教」二字未能全面地表

達「差傳」中「差者」與「傳者」之間密不可分的關連，故此，部份人士亦喜

歡採用「差傳」二字。 

     現今教會一般多以「宣教」等同「差傳」的意思，同屬表達跨地域的宣

揚福音活動，或差遣跨文化的佈道工作。當然，也有部分教會保留傳統廣義的

「宣教」觀念。因此，當我們提及宣教，則要先釐清所指的向度如何 — 是指

本地佈道或是海外差傳？ 

     或許有人會問：「為何要仔細分別兩者呢？」其實，最重要的是對主耶

穌基督所構思的對於普世救贖計劃有更全面的理解，以致我們在付諸行動時，

能承擔起不同角色，彼此配搭，更全面地履行大使命，直到祂再來的日子。 

  讀到這裡，相信弟兄姊妹對「宣教」與「差傳」的意思已作了初步的了解，

當了解過後大家便可能會問，我們可以如何參與呢？當然，作為一名教會的領

袖聽到你的提問，即時便會邀請你參加教會所舉辦的短宣隊來親身體會。但「短

宣隊」、「短宣」、「訪宣」又是甚麼來的呢？以下就讓我來為大家一一解答。 

 

二、 「短宣」與「訪宣」 

  「短宣」與「訪宣」 兩詞，常常令人產生混淆。筆者曾訪問過部份信徒，

發現有不少人誤以為「訪宣」是指以探訪形式作宣教工作，或者專以探訪宣教

士為主。而「短宣」則被認為是限於一個月之內的宣教工作。從某些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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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理解是對的，但似乎未夠全面。事實上，兩者的解釋重點是在於時間上

的分別。 

  「短宣」 ----- 顧名思義，是「短期宣教」的意思。中文的「短宣」，在

定義上確實有許多分歧，因為其涵蓋的內容十分廣闊。一般而言，是指由三個

月以上至三年不等的跨文化宣教行動。不過，亦有人將「短宣」界定在一年以

內的時限，而一年至三年定為「中宣」，超過四年(一般宣教任期) 定為「長宣」。 

  「訪宣」 (又稱為「短宣隊」) ----- 則是指介乎 1 星期至 3 個月不等的

跨文化宣教工作。其實，不論是「訪宣」或「短宣」， 兩者都強調在宣教工

場作探訪或體驗性質的工作，目的是要讓參與者對宣教事工有更深入及全面的

了解，以助日後推動堂會的差傳事工，並且更能配合當地事工發展 的需要。

因此，不少人會將短宣(包括訪宣)歸類成幾個大方向：文化體驗、擴闊視野、

工場考察、開拓事工、裝備信徒和訓練領袖等。 

  近年來，「短宣/訪宣」的熱潮迭起，主要由於宣教機構大力推廣宣教異

象，並舉辦大大小小的體驗團隊，深化香港的短宣文化。加上各堂會多年來對

差傳教育不遺餘力，鼓勵及支持本土宣教士之興起。再者，世界各地的資訊交

流日漸發達，交通便利等，都加促了它的成長步伐。 

  過去對「短宣」的價值都存著不少爭議。有人認為「短宣」是浪費時間、

人力和金錢，也加重了當地宣教士及同工的擔子；又對領人歸主和栽培工作沒

有貢獻，果效著 實徒然。然而事實是否如此？為何短宣至今仍深受各地宣教

及本土教會的歡迎？事實上，宣教士大多歡迎各地短宣隊前來探訪及了解當地

工場的運作與需要，藉以激勵堂會的信徒，培養肯委身的「長宣」僕人。此外，

短宣隊亦是他們的支持：給予鼓勵，配合當地教會推動事工及提供其他支援等。 

  還有，對於創啟地區而言，短宣的價值尤其重要。以國內的福音需要為例，

由於不方便長駐宣教士，故此，短宣的形式會較為合適。一方面地域較近，花

費不太昂貴。此外亦方便推動更多肢體作定點佈道，讓堂會有更多機會與內地

教會和信徒合作與交流。 

由此可見，無論「短宣」或「訪宣」都是對福音的需要，有其一定的存在價值。 

部分內容摘自：香港浸信會差會‧浸傳網 http：//www.hkbm.org/Common/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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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教會：教會預計將於 31/5 恢復實體崇拜，求主幫助我們能再一次聚集敬拜，

並保守我們身心靈的健康；在疫境仍未完全平息時，在人心惶惶的氣氛中仍常

存盼望，無懼未知的恐懼，並願我們常常彼此禱告守望，更加關心不同弟兄姊

妹的需要。 

 

香港：為 27/5 開始全港的學生局部復課禱告，求主保守學生們的平安，並為

一眾學校有合適的安排禱告，求主給序一眾師長智慧，讓他們能有好的校政安

排，令受疫情影響而調節的課程安排不致令師生帶來太大的辛勞和壓力。 

 

世界：求主使世界各地疫情受控及減退，特別是多個重災區國家，願喪失家人

的得著安慰及力量，使患病的早日痊癒；又願主在這個疫情中讓神的福音甦醒

人的心，讓人反省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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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各單位人數 

活泉堂崇拜             AWANA              活愛堂崇拜 

facebook 93 單位 

zoom 19 單位 

  

  
 

        暫停   

   

   

   
 

主日崇拜 44 人 

少年崇拜 1 人 

  
 

  總數：112 單位  總人數： 45 人 

  主日學 團契 祈禱會 

主日學 14 人 

老師 2 人 

  
 

中學組 11 人  以勒團 13 人 

大專組 4 人  開心媽咪組 11 人 

婦女組 7 人  心²夫婦組 12 人 

以利亞團 6 人    

     
 

 

16 人 總人數： 64 人 19 人 

奉獻 

經常費 

週日獻金 00.00 

週六獻金 00.00 

信徒月獻 165,433.00  

感恩奉獻 00.00 

 

165,433.00 
 

專款 

慈惠 5,350.00  

擴堂  00.00 

主日鮮花 00.00 

西岸副堂 1,100.00 

每月額外 500.00 

其他 9,000.00 

 

15,950.00 
 

差傳 

本堂宣教士 3,490.00 

差傳 2,550.00 

 
6,040.00 

 

5 月份經常費奉獻累積金額共 $291,4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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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週會表 

日期 團契 內容 負責人 

26-May-20 星期二 但以理團 

Sasa 的神學疑問

（Zoom 形式） 黃曉晴 

29-May-20 星期五 婦女小組 

聖經新煮意 

（Zoom 形式） 譚麗英 

30-May-20 星期六 以勒團 再見（Zoom 形式） 職員 

30-May-20 星期六 大專組 

Outting 

（Zoom 形式） 李志豪傳道 

31-May-20 星期日 中學組 休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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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禱之頁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恩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禱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衆肢體禱告記念    請□牧者私禱記念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後可交譚漢陽牧師、劉美玲傳道、陳文晶傳道、李志豪傳道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 Woot Chuen Church 

地址：九龍長沙灣元州街 298 號海旭閣一樓  電話：2386 0313  傳真：2729 4895 

Add：1/F, Grace Court, 298 Un Chau Street, Cheung Sha Wan, KLN. 

副堂：九龍長沙灣元州街 290-296 號西岸國際大廈七樓 

Add：7/F, West Coast, International Building, 290-296 Un Chau Street, Cheung Sha Wan KLN. 

電子郵箱：info@wootchuenchurch.org 

顧問：盧炳照牧師 

 
網址：efcc.wootchuenchurch.org 

堂主任：譚漢陽牧師(電話 2307 9323) 

傳 道：劉美玲傳道(電話 2307 9330)  幹事：歐陽妙如女士 

        陳文晶傳道(電話 2307 9886) 

        李志豪傳道(電話 2307 9055) 

 幹事：穆祥懿女士 

部份時間事務員：曹鶯鶯女士 
 

本堂聚會一覽表 

週六崇拜(成人) 下午 5：30 

主日崇拜(成人) 上午 10：00 

聖餐崇拜 每月第四週 

  青少年崇拜  上午 10：00 

AWANA  上午 9：45 

小熊營(K1-K2)  

火花營(K3-P2)  

見習真理奇兵營(P3-P6) 

  Go 小團            逢週日下午 12：15 

青少年團契         
 

青少年組 逢週日上午 11：00 

大專小組 逢週六下午 3：00 

主日學(成人)  上午 12：05 

詩班練習  逢週六下午 2：30 

拉闊讚美練習 逢週四晚上 8：30 
 

但以理團(青年)         逢週二下午 7：30 

以勒團(青年)        逢週六下午 2：30 

以馬內利團     
每月第一、四週日下午 1：

30 

以利亞團(成青)      每月第三週五晚 8：00 

已婚團 
 

  成人組       每月第一主日下午 1：30 

  雅歌組       每月第二週五晚上 7：30 

  Grace Journey      每月第四主日下午 1：30 

  心 Square   每月第一、三週六晚 6：30 

開心媽咪組      每月第三主日下午 1：15 

婦女小組             逢週五上午 10：00 

迦勒團(長者)  
每月二、四週三上午 10：

30 

讚美操               逢週六早上 10：30 

堂會祈禱會        逢週四晚上 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