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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使命：『 愛神、愛人、作門徒、傳救恩 』

 敬謝明道社事工發展主任梁國權先生蒞臨証道，願主賜福梁先
生的事奉。
 下主日講員為蘇鶴健牧師，請代禱記念。
 本堂暫停主日實體崇拜聚會，直至另行通告。其間本堂於主日
上午 10 時正繼續透過網絡平台播放崇拜聚會，請肢體在家參與
聚會。
 4 月 10 為受苦節聚會，本堂事先錄影聚會，並於當日晚上 9：
00–10：00 在 Youtube 播放。當日程序有聖餐，若弟兄姊妹有
需要，可到教會領取獨立包裝聖餐套裝。
 教會已申請 ZOOM 帳戶供弟兄姊妹開會或開組使用，使用前，
請向辦事處登記使用時間並索取該帳戶及密碼，敬請留意。
 因疫情關係，請各肢體以劃線支票或轉帳至教會的銀行帳戶作
奉獻：滙豐 582-1-008280 (帳戶名稱：基督教慈雲山潮人生命堂
/ Tsz Wan Shan Swatow Christian Church)，請把入數票據
whatsapp 傳送給張藹恩執事，如需索取張藹恩執事聯絡電話，
可直接聯絡辦事處。支票方面可郵寄至教會：黃大仙鳳德道 47
號安利大廈 3 樓 B-E 室，以便開發收據。(請在入數紙上寫上姓
名及奉獻用途。)
 會友消息：陳美珍、陳美娟姊妹的母親潘燕如姊妹於 3 月 18 日
離世，安息禮拜定於 4 月 5 日晚上 7 時正在世界殯儀館 3 樓明
德堂舉行，翌日 10 時 30 分舉行出殯禮，遺體移送富山火葬場
進行火化，願主安慰家人。
 本週生日肢體：李慧玲、張惠玲、刁振南。
 上週出席人數：同工：6 人 事奉人員：3 人，網上直播：112

堂 主 任： 蘇鶴健牧師
教牧團隊： 張慧芳教師(資深傳道)
胡迪恒教師
活動幹事： 黃月珠姊妹
助理幹事： 張顯恩弟兄(部份時間)

崇拜時間： 早
堂：主日上午九時正
午
堂：主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兒童崇拜：主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少青崇拜：週六下午二時正

2020/04/05

認識「營商宣教」(三)

蘇鶴健牧師

三月一日週刊文章裡跟各位介紹「營商宣教」的定義演繹出來的一
個模式就是「營商就是宣教」(Business as Mission)，本文讓我們對這模
式加以認識。「營商就是宣教」英語教會將之濃縮為 BAM，華人教會
將之譯為「使命營商」、「使命商道」或「營商宣教」。神學家 Richard
Higginson 指出創世記裡神給人類頒布創造委託(Creation Mandate)，吩咐
人要治理大地，也要管理海陸空。這託管可有不同形式，現今人口七十
四億，已經不能單靠簡單的農業經濟，而是需要工商業的創新、發掘資
源、妥當分配和不斷提升效率。「營商宣教」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按基督
教的世界觀、價值觀參與及轉化商業市場，為榮耀神和造福人類、使世
界回歸神的本意而作出貢獻。
宣教士採取「營商宣教」的策略，一方面要按「創造委託」(Creation
Mandate)營商，同時結合了基督頒布給門徒的「福音委託」(Gospel
Mandate)，藉愛心行動和宣講向人見證主耶穌，並領人向主耶穌在福音
裡的呼召作出回應，作主的門徒。整全的福音使命包含了宣講與實踐，
結合傳福音和社會關懷、愛心服務。耶穌的救贖結合了靈性和生活。「營
商宣教」正是結合了宣教目的、社會意義及商業功能的平台，讓宣教士
以從商者的角色進入宣教工場，在當地營商而產生福音(傳福音見證的
機會)、社會(提供就業機會、改善當地民生素質)和經濟(經商盈利，並
有份刺激當地經濟)的綜合效益；當中的經濟效益會繼續用於生產更多
福音及社會效益。
世俗的商業以追求利潤作目標，非牟利的社會企業追求社會效益的
前題下維持企業的利潤以達致自付盈虧，「營商宣教」要做到福音宣教、
社會效益和經濟利潤的平衡，實在不容易。「營商宣教」需具備宣教、
商業、管理和財務等能力，才能在工場地方達致經濟、社會及福音的綜
合效益或回報。然而，宣教士大都不曾有過營商方面的訓練或經驗。要
做好這件事，實在需要團隊的配合，以致福音能突破種種限制，在啟創
地區向未得之民傳揚。若然你擁有與營商相關的經驗，你可以如何與在
工場的宣教士團隊配搭呢？讓我們在這系列接著的文章裡繼續探討。

主日崇拜

少 青 崇 拜

序樂
宣召經文：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
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音；他們的數目
有千千萬萬，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
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
貴、榮耀、頌讚的。我又聽見在天上、
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
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
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
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四活物就說：
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啟示錄 5：11-14

成年區消息：

暫
停
聚
會

敬拜：天地讚美
主是避難所
緊緊抓住祢

 因受疫情影響週二、四早禱會、成年區小組、活動暫停，
直至另行通知。


為教會代禱：
 鄭秀華姊妹因脫牙導致牙肉發炎流血，須入院接受進一
步檢查，求主保守姊妹！
 許敬惠姊妹近兩月來未能入睡，雖未導致身體軟弱，求
主醫治保守姊妹。

為可芳宣教士代禱：
 求主賜我聰明智慧，花很短時間學會 ZOOM 的運作，
希望《聖經證書課程》於四月份可以復課。復課就為教
學好好的備課，求主給我領悟能力、給我記憶能力、給
我找到合用的參考資料。又幫助我有效率、有質素地在
ZOOM 平台教學。
 求主預備好四班的同學們，給他們渴求學習的心態，增
強他們的學習能力，使他們往後的學習更積極。

講道：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經文：路加福音 18：1–8
同心為教會代禱
歡迎及報告
三一頌 祝福 會畢

為香港和世界代禱：
本 週 讀 經 章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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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日)
一堂崇拜

4 月 12 日(日)
一堂崇拜

梁國權先生
胡迪恒
方敏珩
劉展豪
陳溱源
陳暋柟

蘇鶴健牧師
張慧芳
待定
待定
陳溱源
陳暋柟

 各地海外港人相繼回港，本地感染情況亦飈升，求主使
用特區政府的各項新訂措施，並市民防疫意識繼續提
高，從而減低疫症在社區爆發的機會。
 香港社會經濟不景，市民面臨失業或裁員，求主看顧憂
困中的人，讓他們得到適切的幫助及情緒得到舒緩。
 記念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十分嚴峻，醫療系統不能
負荷，求主憐憫。求主醫治受感染者，保守他們的生命。
又賜各國政府智慧作出有效措施，使疫情能早日受控。
並願醫學界能成功研發疫苗以對付病毒。

2020 年 4 月 5 日敬拜詩歌
 天地讚美

(曲：吉中鳴

講題：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經文：路加福音 18：1–8

詞：鄭楚萍)

1. 地與海奏出歌韻，磐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頌，雲霧同頌吹送，全地奏響聲勢無比。
2. 頌讚聲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事奉，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副歌：讓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讓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18：1
18：2
18：3
18：4
18：5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

 主是避難所

(曲、詞：霍志鵬)

主是避難所，擋風雨庇護我，患難裡我的幫助，是我的力量。
大地雖改變，高山雖動搖，大海翻騰，但我也不驚慌抖震。
唏嚎唏嚎，怒海中祢導航，內心不必驚怕，現靠祢得安穩，
神在其中，城不會震動搖，
神愛必施拯救，長夜過我心甦醒讚美。
讓我休息要知道祢是神，必在世界得尊崇，
讓我安穩信靠。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緊緊抓住祢

(曲、詞：鄭耀華)

我無助的時候，祢給我力量，
我害怕的時候，祢緊緊抱住我，
當我覺得我不行，祢告訴我可以，
祢就是那最愛我的主。
我緊緊抓住祢，我永遠不放手，
我看到祢獨生子，為我釘死在十架上。
我緊緊抓住祢，我永遠不放手，
是祢醫治了我，是祢從來沒離開過我。
我已看到我的未來，充滿信心和盼望。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18：6
18：7
18：8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說：「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裏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裏，說：『我有一個對頭，求
你給我伸冤。』
他多日不准， 後來心裏說：『我雖不懼怕神，也不尊重
世人，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吧，免得她常來纏磨
我！』」
主說：「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
久給他們伸冤嗎？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
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講 道 筆 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