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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 齊唱敬拜讚美齊唱敬拜讚美齊唱敬拜讚美齊唱敬拜讚美 13－－－－《《《《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 

簡介及製作理念簡介及製作理念簡介及製作理念簡介及製作理念 

 
主耶穌死而復活之後，多次向門徒顯現，堅固他們的信心，使他們從軟弱變為剛強，

又用四十天之久裝備門徒，向他們講論神國的事。最後，主耶穌於升天前頒佈大使命，

差遣門徒往普天下去，傳平安的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為他們

施洗，又要教導信徒認識和遵守真理。更吩咐他們要靠著聖靈的能力，由耶路撒冷開始

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証，並且世代傳承這個使命，直至祂再來的時候。 

 
ACM 盼望藉這專輯內十首全新創作的詩歌，鼓勵信徒遵行和持守主的吩咐，傳承使

命！ 

麥樹明牧師 (ACM 會牧) 

 
 
 
 

01010101 在在在在地若天地若天地若天地若天    
曲：何威廉 詞：唐桂成 

 

同心志，靜待著可跟祢相見， 

在復活裡尊貴的臉，一心盼再遇見。 

 

同奔往，踏著步履走向高處， 

在地若天又重遇，傾心聽祢話語。 

 

「願你得平安！」這聲音滿力量， 

令我心天天都堅壯， 

全是祢已復活作我光！ 

 

讓我傾全心高舉主祢聖名， 

盡我聲高呼主得勝！ 

榮耀、 讚美、頌揚，永遠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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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耶穌約定耶穌約定耶穌約定耶穌約定 

 

約定相見約定相見約定相見約定相見 

耶穌將離世，在最後晚餐已約定門徒要在祂復活後到加利利相見。「……但我復活以後，

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太 26:31-32) 耶穌復活在七日的頭一日，一批婦女首先到

墳墓前，仍擔心如何輥開那石頭，不料，看見那石頭已輥開了。天使向婦女傳達兩個信

息：一是眼見耶穌經已復活，不在空墳墓裡；二是重提與門徒所立的加利利之約，在那

裏要重整門徒的信仰，和訓練他們能承擔那直到地極的使命。「快去告訴他的門徒，說他

從死裏復活了；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他。」(太 28:5-7) 

 

預告跌倒預告跌倒預告跌倒預告跌倒 

耶穌向門徒預告，那夜為祂的緣故都要跌倒，終於門徒在祂被人捉拿後都離開逃走、

彼得甚至在大祭司該亞法府中三次不認主、猶大因賣主內疚而自盡。數小時前彼得和眾

門徒曾爭論誰為大，都異口同聲說：「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可 14:31) 

一群曾經誇口自以為剛強的門徒，現在變得失敗、軟弱、懼怕、絕望、不安。但是，主

耶穌復活後，向他們顯現，說：「願你們平安！」並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了

主，就喜樂了。（約 20:19-20）耶穌要再培訓他們，叫這群無學小民從軟弱變剛強，懼怕

變有膽量、無學變有道。加利利就是這個理想的訓練場地。 

 

講說神國講說神國講說神國講說神國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地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

講說神國的事。」(徒 1:3)「天國」就是神主權的統治，由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展開，但要

到「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啟 11:15)才完全成就。根據首三卷福音書的記載，

耶穌的核心信息就是宣講神的國。馬太用一段話總結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耶穌走遍加

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太 4:23) 登山寶訓

也論及那叫人能進天國的義(太 5:20)。馬可福音四章及馬太福音十三章記載的一系列比

喻，亦是說明天國的「奧祕」(太 13:11；可 4:11)。主設立主餐，更是要信徒期盼將來天

國的降臨(太 26:29；可 14:25)。天國這觀念，基本意思是掌管、統治和國度。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看哪，在那裏！」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路 17:20-21) 

耶穌指出最重要是神在人的心中掌權。耶穌在復活後，用四十天之久，讓他們知道他們

所傳講所見證的是甚麼，將人帶進神的國度，被神管治。保羅蒙召時領受的就是這樣的

使命，將人由撒但權下歸向神的權下。(徒 26:18) 這個四十天之久的約定，也影響門徒的

一生，主差遣他們出去拯救千萬人進入神的國度。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我認識主的受苦和榮耀有多少？ 

2. 從律法和先知書去預言耶穌基督，有何意義和重要？ 

3. 我要有何裝備，成為神國的工人，得以領人進入神的國？ 



 
3 

02 傾倒的愛傾倒的愛傾倒的愛傾倒的愛 

曲：魏燕君 詞：袁愛欣 

 

是祢不息的厚待，是祢應許不變改， 

是祢心意定意拯救，傾出愛。 

誰能猜透祢計劃，神羊羔背我罪名， 

尊貴是祢，竟會為我背上十架。 

 

祢為我至死傾倒，我是祢眼中珍寶， 

難測的愛，洪水都不可掩蓋。 

 

讓我讚頌祢不息的愛，讚頌祢犠牲的愛， 

竟因我寧願撇下祢尊貴！ 

 

無可改變，無可阻隔，基督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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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門徒信主門徒信主門徒信主門徒信主 

 

定意拯救定意拯救定意拯救定意拯救 

耶穌靜靜地降生到這世界，三十歲出來，常在迦百農傳道。「地點上」正應驗舊約聖

經預言，「意義上」應驗了祂如大光照在黑暗中生活的人。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後又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就住在那

裏。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西

布倫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裏的

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太 4:12-16) 

 

這又如祭司撒迦利亞，看見兒子施洗的約翰出生時所發現的一樣，出於神的憐憫，

叫光照在黑暗中的人，要把人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

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

上。」(路 1:78-79) 

 

代罪羔羊代罪羔羊代罪羔羊代罪羔羊 

約翰福音第一章，說明耶穌的門徒在幾天內怎樣一個又一個被神光照，發現耶穌豈是

凡人，乃是神的兒子。自施洗約翰開始竭力向眾人介紹及見證耶穌，各人透過不同的接

觸，認識及發現耶穌確實與眾不同。施洗約翰首先向兩門徒見證耶穌是舊約逾越節所豫

表的「神的羔羊」，兩位門徒隨即離開約翰，跟隨了他，經過那一天幾個小時的相處，發

現祂就是「彌賽亞」。其中一人是安德烈，他趕緊去告訴哥哥西門，帶兄長西門到耶穌面

前，耶穌也為西門改了一個名字為「彼得」，他的人生又帶來轉變。翌日，伯賽大同鄉的

腓力經他們兩兄弟的見證下，也發現這位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正是「摩西在律法上

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整本舊約)那一位。」他又去告訴好友拿但業，拿但業面對耶穌

能參透他的能力，竟然知道他內心的渴望和正直的為人，驚歎祂是「神的兒子、以色列

的王」。 

 

兩日間，一群本來平凡的加利利漁夫，都一同擁有一生最大發現，看見等待多年的

彌賽亞來到。這種連續性見證帶來一個又一個人的改變，今天我們若能夠深入認識耶穌，

並願意告訴那些不認識耶穌是基督的人，你周圍的人將會有何等大改變呢！ 

(「彌賽亞」與「基督」是同一個字。「彌賽亞」是希伯來文，「基督」是希臘文，兩個字

都解作「受膏者」。「彌賽亞」與「基督」都解作神所膏立的王，是每個猶太人都期盼的

救主。)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我對耶穌的身份認識有多少，從何發現? 

2. 耶穌是「基督」對我有何重大意義? 

3. 我可以怎樣去與人分享這改變人生命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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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祢是誰祢是誰祢是誰祢是誰 

曲：陳澔峰 詞：盧永亨 

    

當初的盼望似粉碎，鬥志與信心都失去； 

漆黑裡繁星也在流淚，末路窮途，怎去面對？ 

 

想起祂往日的應許，我慨嘆：「到底祢是誰？」 

灰心叫人早已極疲累，像墮進深淵裡。 

 

回想到祂正悄然釘上十架時， 

留低了我在夜裡，四面沒靠倚； 

空虛的光陰永不休止，夢想通通給流放絕處， 

一顆心給敲碎了，存活再沒意思。 

 

當我緬懷初次遇見時， 

曾充滿盼望地說：「這就是救主！」 

上帝請傾聽我懼怕懷疑，請保守我的心志， 

請施恩開啟我眼，明白祢箇中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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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耶穌是誰耶穌是誰耶穌是誰耶穌是誰 

 

當初盼望當初盼望當初盼望當初盼望  

門徒因認識耶穌，相信祂是「彌賽亞(即是基督)」、「永生神的兒子」、「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奉主名來的」，期望在衪帶領下，將會重建如大衛王的王朝，脫離羅馬人的政

權。儘管耶穌已多次明言暗示，祂將會被害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門徒好像仍不明白和,

不相信。 

 

末路窮途末路窮途末路窮途末路窮途 

當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被人捉拿，門徒面對這突發事件，因害怕受同樣的迫害，都離

開祂逃走。(太 26:56) 半日後，耶穌被人定罪而釘死在十字架上，所有門徒陷在絕望之中，

內心充滿矛盾和衝擊，心中想：到底「衪是誰？」為何一切不兌現？隨著耶穌的去世，

一切有如畫上句號。 

 

黑夜淚流黑夜淚流黑夜淚流黑夜淚流 

彼得本想支持耶穌到底，暗自跟隨到大祭司該亞法府中看事情發展如何，結果在害

怕人認出他身份時，不能堅持「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的承諾，結

果三次不認主(太 26:69-75)，最後痛哭自責而去，不知如何再活下。在加利利海邊，耶穌

約定見面的地方，他再次顯得對主的心不堅定，在等得不耐煩時，又在這個晚上隨意地

帶頭將已放下的漁船漁網拿起來打魚去。 

 

無可靠倚無可靠倚無可靠倚無可靠倚 

幾位婦女，在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時提供不少幫助。(路 8:1-3) 在耶穌背十字架

時，她們號咷痛哭，傷心欲絕。(路 23:27) 在耶穌釘十字架時，她們都只能遠遠地站著看

這事的發生，愛莫能助。(路 23:49) 在耶穌死後，按猶太人殯葬規矩快速安葬。現在過了

安息日，就是七日頭一日，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並撒羅米，買了香膏，

要去膏耶穌的身體。(可 16:1) 對她們而言，耶穌的傳道因祂的死去已經結束了。當刻，

她們所擔心的是如何移開大而重的墓石去膏抹耶穌屍體，有誰可以幫助解困。 

 

懼怕懷疑懼怕懷疑懼怕懷疑懼怕懷疑 

隨著耶穌去世，一切盼望好像都失去了。這一群失望無助的門徒於所在的地方，因

懼怕猶太人就都關上門，不想讓人發現。(約 20:19)  

 

開啟眼睛開啟眼睛開啟眼睛開啟眼睛 

以馬忤斯路上，兩個臉上帶著愁容出走的門徒，耶穌就近他們，他們的眼睛迷糊了，

竟認不出祂來，但向祂道出內心的失落：「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路 24:21) 耶穌了解他們想法後，先指出他們的無知，不信先知所說的一切話。隨後，從

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路 24:25-27) 後來，在

房子裏共晉晚餐時，耶穌拿起餅來，祝謝，擘開，遞給他們時；他們的眼睛明亮，認出

祂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在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面

前，力証說：「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我對耶穌是否已失去盼望？作主的門徒有甚麼難處？我的身心是否疲累、傷痛？ 

2. 我認識和相信耶穌死而復活的憑證有多少？ 

3. 耶穌死而復活的事帶給我甚麼堅定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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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憑信看見憑信看見憑信看見憑信看見 

曲：古丹青 詞：朱浩廉 

 

祢勝過死的捆鎖，墳墓剩餘空空一個。 

讚美主基督至高， 

權柄與愛在祢手中彰顯。 

 

恩典充滿各方，病困罪人全得釋放， 

在翻天海嘯上作王。 

勝過陰間復活賜盼望，軟弱變得堅壯， 

恩光照遍，憑信便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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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耶穌復活耶穌復活耶穌復活耶穌復活 
 

復活顯現復活顯現復活顯現復活顯現：：：：耶穌大能改變當代每一個人耶穌大能改變當代每一個人耶穌大能改變當代每一個人耶穌大能改變當代每一個人 

耶穌由該撒利亞腓立比開始，指示門徒「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

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可 8:31) 其後，經過加利利。(可 9:30-31) 直至最後

一次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也再如此宣告。(可 10:33-34) 祂一再預告將會在耶路撒冷被

人殺害，第三天要從死裏復活，終於全都準確地應驗。耶穌復活後，開始向不同的人顯

現，由婦女、十二使徒、五百多人、保羅等，每一個生命都徹底改變。「並且顯給磯法看，

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

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林前 15:5-10) 

 

復活盼望復活盼望復活盼望復活盼望：：：：耶穌大能改變一個破裂的家庭耶穌大能改變一個破裂的家庭耶穌大能改變一個破裂的家庭耶穌大能改變一個破裂的家庭 

一位男士婚後在報館工作，那時他媽媽和他妻子的關係很緊張。他每天回家時都是心

驚膽顫，有幾次他回家時見到她倆互相扯著對方的頭髮在打架。因此，他心煩意亂，習

慣了煙不離手，一日抽兩包煙，放工後不願回到家裏，只想留在報館加班。他曾想過自

殺，但又覺得這樣做不負責任，於是只好「死捱」。 

 

後來，他想到了一個逃避的方法，就是去教堂。他希望在教堂可以喘息一會，也可順

道帶媽媽到那裏休息。結果，他每次到教會就睡覺，但他媽媽兩個月後就明白了福音而

信了耶穌。媽媽信主後，這個家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有兩次他回到家時感到奇怪，為何

家裏一片寂靜。看到太太在廚房面色從容地工作。再看見媽媽竟然在房中跪著祈禱。他

才知道，家裏曾好幾次如常發生很嚴重的衝突，媽媽記得「生氣卻不要犯罪」(弗 4:26)，

防備魔鬼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禱告。當她很激氣的時候，便記起不要犯罪，快步回房跪在

地上禱告。這情況下，媳婦也無謂追著進房罵她，看到她跪在地下，媳婦的心情也平伏

下來。 

從此，家裏的爭執就大大減少。更奇妙的是，他太太在兩個多月後也開始到教會，本

來想看看究竟是什麼令婆婆有這麼大的改變，結果她也認識這全是耶穌的作為，不久也

信了主。這位男士眼見福音的大能終於也信了主，他想不到本來返教會只想睡一會兒，

神竟然憐憫他，改變了他的一家。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我對有關耶穌基督的預言認識有多少？它是如何一一應驗？ 

2. 我有那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需要耶穌來幫助？ 

3. 若別人遇到人生風浪，我會如何介紹他尋求耶穌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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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5 05 05 天地喝采天地喝采天地喝采天地喝采    
曲：何威廉 詞：Ivorquent＠Frontline  

 

讓我傾出生命喝采，全地高舉祢的愛， 

越過高天進入深海。 

沉睡的心今亦敞開，疲倦軟弱已不再， 

全是祢愛從無更改。 

 

全能主，讓我看得見，是祢掌管這世代的轉變， 

遵守祢旨意，更新我心意。 

全能主，讓我得釋放，是祢擔當一切令我堅壯， 

祝福已傾降，靠著祢恩典奮勇直往。  

 

是祢戰勝黑暗抹去罪惡，讓祢百姓開口向祢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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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門徒彼得門徒彼得門徒彼得門徒彼得 

 

戰勝黑暗戰勝黑暗戰勝黑暗戰勝黑暗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三個婦女來到墳墓門前，看見那石頭已經滾開。她們進了墳墓，

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袍，少年人對她們指出耶穌已經復活，勝過死亡和黑

暗，又說：「……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可 16:1-7) 少年人特別要婦女告

訴「彼得」，因耶穌要在加利利幫助他從新再來。 

 

軟弱不再軟弱不再軟弱不再軟弱不再 

在最後晚餐，當耶穌表達祂將要被人出賣並因此去世。(路 22:21-22) 門徒此時竟不是

關心耶穌，反而在彼此爭論誰為大。耶穌預告他們那夜都要跌倒，彼得堅定地說就是和

耶穌同下監、同死也不會不認祂。(路 22:33-34) 結果，在大祭司該亞法的府上，彼得在

鷄叫兩次之先三次不認主。耶穌轉過身來看彼得，沒有說一句話，讓他有機會離開，可

以重新再來，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今日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

去痛哭。(路 22:61-62) 彼得原本是最誇口的一個，如今竟然變成最軟弱跌倒的一個，他

的心情非常難過。 

主藉少年人特別提及他的名字，耶穌將會與門徒和「他」在加利利見面。表明主耶穌

已經饒恕、接納，給他重新再來的機會。曾經軟弱的他，在主耶穌復活的大能，又經過

耶穌的教導，這個無學的小民，成為一個大而無畏的使徒。  

 

奮勇向前奮勇向前奮勇向前奮勇向前 

彼得(Peter)，本名西門巴約拿，後被耶穌改名磯法，即彼得。五旬節那天，彼得剛強

為主作見證，開啟了猶太人福音的門(徒 2)，後又受主啟示，在哥尼流的家中，開啟了外

邦人福音的門(徒 10)。彼得與雅各、約翰同為耶路撒冷的長老，為初期教會極具影響力

的使徒。根據殉道者猶斯丁的記載，彼得在革老丟年間到達羅馬。44年(徒 12:3)，51年(徒

15)，彼得在耶路撒冷。之後他到了安提阿(加 2:11)，並在小亞細亞一帶服事，甚至曾經

轉往巴比倫一帶(彼前 5:13)傳道。彼得在他殉道前(64年)不久抵達羅馬。 

 

彼得晚年在羅馬竭力廣傳福音，因他熱切傳道的影響，許多人離棄偶像，歸向真神。

據說彼得以羅馬郊外的「地下墓穴」作為傳道之所，避免引起羅馬政府的注意。後來暴

君尼祿大肆逼迫，並下手捉拿彼得。根據教父革利免與愛任紐的記載，保羅與彼得幾乎

同時在羅馬殉道。 

 

據說彼得被處死前，曾對刑吏作出要求：「請把我倒過來釘在十字架上，我的主曾為

我豎在十字架上，我不配像祂一樣受死。」教父特土良是首位提到彼得釘十字架的教父，

俄利根更進一步的提到，彼得乃是倒釘十架而死，無懼死亡，至死忠心，榮耀主名。彼

得的一生，真是一個由認識，到相信、跟隨、事奉、堅愛、榮耀主的人生。(約 21:18-19)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我人生有甚麼失敗，令我抬不起頭來？我如何面對和重新再來？ 

2. 我人生的取向是甚麼？有想過要過一個榮耀神的人生嗎？ 

3. 我人生中做了甚麼難忘、深刻、有價值、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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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6 06 06 相信祢相信祢相信祢相信祢    
曲：魏燕君 詞：蘇如紅 

 

祢曾為我這樣犧牲，上十架為我賠罪， 

被凌辱戲弄，流盡血，祢仍願替我擔當。 

 

洗清我的罪，主祢願寬恕、憐憫， 

主愛深恩進我心坎。 

 

今我相信祢，救主為了我釘死； 

今我相信祢，神為我預備， 

我找到今生意義的福氣， 

用信心去接受不再逃避。 

 

今我相信祢，能遇著祢多麼美； 

今我相信祢，如今已準備， 

這生跟主的腳步不捨棄， 

為我新生命感恩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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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信福音相信福音相信福音相信福音 

 

福音的起頭福音的起頭福音的起頭福音的起頭 

耶穌是福音的起頭，祂要將這好消息傳給每一個人，叫人知道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

要悔改相信福音。(可 1:1、14-15) 

 

福音的傳遞福音的傳遞福音的傳遞福音的傳遞：「：「：「：「由傳道者傳出由傳道者傳出由傳道者傳出由傳道者傳出」」」」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林前 15:1-2 ) 

 

福音的內容福音的內容福音的內容福音的內容：「：「：「：「基督基督基督基督為我們的罪為我們的罪為我們的罪為我們的罪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埋葬了埋葬了埋葬了埋葬了、、、、第三天復活了第三天復活了第三天復活了第三天復活了。」。」。」。」(林前 15:3-4) 

 

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人救一切相信的人救一切相信的人救一切相信的人」」」」 

保羅向羅馬信徒說明耶穌的身份時，指出復活的大能叫耶穌勝過死亡、陰間的權

勢，死後第三天復活，不再在墳墓裏，墳墓裏空無一人，成為勝過死亡的「空墓見證」。

(羅 1:3-4) 福音就是指耶穌從死、埋葬和復活的好消息。保羅向羅馬信徒見證這福音的大

能可以救一切相信耶穌的人。(羅 1:16) 保羅向哥林多信徒說明這福音，他們領受了，靠

著可以站立得住；若堅定相信，又持守，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林前 15:1-2) 

 

我看見福音是神的大能我看見福音是神的大能我看見福音是神的大能我看見福音是神的大能 

有一個家庭，夫婦結婚後，生下兩女一子。夫婦常因大小事情而吵架，甚至動武。子

女們都習以為常，姐姐在 12歲的時候信了耶穌，一直為家庭禱告，希望家庭有所改變。

有一個晚上，他們三姐弟在樓上正想睡覺的時候，忽然又聽見樓下有嘈吵聲，繼而嘈雜

聲，越來越激烈。於是他們三姐弟沿著樓梯下去看看究竟如何。怎知道望見爸爸跪在地

上，母親躺在梳化上，看來好像已經死去。他問爸爸是什麼事，爸爸只有哭，沒回答，

她連忙趕去看母親如何，終於將昏迷的母親弄醒過來。然後，攬住爸爸說，「爸爸！我們

信耶穌吧，否則我們一家無希望了。」爸爸問：「可以做些什麼？」 

 

那天晚上，他們一家人在客廳中都跪下來接受了耶穌進入生命中，從此家庭很大改

變，父母不再吵架或者打交了。爸爸做生意，被親友騙去了所有的錢，他們由中等家庭

變成貧窮家庭，但因著耶穌他們仍然很快樂。爸爸重新再來做生意，漸漸富足起來。他

甚至去原諒和幫忙那些曾經騙他錢的親友。弟弟後來奉獻自己做傳道人，成為了一個到

世界各地佈道的佈道家。有一次，他來香港主持一個佈道講座，在講座中分享他的家庭

見證，結束的時候說：「我聽見耶穌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我更看見福音是神的大能，徹底

改變和拯救了我們一家人。」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我認識耶穌的福音有多少？ 

2. 福音的大能如何拯救和改變了我？ 

3. 我所認識的人有那些需要這福音？我要如何傳給他們？ 



 
13 

07 07 07 07 一一一一 

曲、詞：西伯 

 

親愛主，洗我心， 

潔淨我裡面過犯罪尤； 

寶血恩，解困鎖， 

重擔卸下，今得釋放！ 

 

舉起餅，記念祢， 

身體為我分開； 

舉起杯，記念祢，寶血盡流。 

全靠這福杯已連繫眾新心， 

眾教會浸在祢愛海裡！ 

 

一主，一信，一洗，一拯救， 

甦醒我靈魂，不死反至永生！ 

一主，一信，一洗，一生一世， 

歸於主祢名下， 

謳歌與頌讚，誠實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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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信而受洗信而受洗信而受洗信而受洗 

 

門徒的使命門徒的使命門徒的使命門徒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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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給

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太 28:18) 次序是使人先作門徒，認識主，悔改信

福音，才為人施洗。 

 

使命的內容使命的內容使命的內容使命的內容：：：：使人作門徒使人作門徒使人作門徒使人作門徒，，，，為門徒施洗為門徒施洗為門徒施洗為門徒施洗。。。。 

洗/浸禮(Baptism)，一般的意義為「蘸」或「浸」，用來表達一個宗教性的潔淨儀式。

猶太教有潔淨禮、昆蘭教派有潔淨禮、歸入派別的有洗禮。新約時代，洗禮是加入基督

教的聖禮，洗禮不僅指儀式本身，更包含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意義。耶穌復活後，

教會為人施洗的根據，就是耶穌復活後留下的大使命(太 28:19)。根據耶穌的死和復活全

新設立的，是福音信息的核心，是「使人作門徒」過程中重要的部分，「施洗」在原文是

分詞，在主要動詞「作門徒」之後。受洗這行動表明信徒與三位一體的神聯合(「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根據使徒行傳 2:38，洗禮已被視為得救過程的重要部分，

受洗者更要「奉耶穌基督的名」悔改(「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徒 2:38，

8:16，10:48，19:5)。期間有一個類似初信栽培的時間，讓受洗者清楚自己所信的，和考

問信德過程，讓決志者表明其信仰和將自己奉獻給基督的決心。經此洗禮，信徒便成為

教會的一份子，表明信徒的罪已經得赦(徒 2:38，5:31，10:43，12:38，16:18)，並領受了

聖靈(路 3:16；9:17，10:47、48，11:16、17，19:5-7)。 

為何初期教會多次記載，他們一信就洗？因為他們願意脫離原本信仰，以洗禮表明堅

定接受基督教信仰，並且肯委身付代價。其中包括當時若有人認耶穌是基督的，猶太人

就要把他趕出會堂。(約 9:22) 

 

洗洗洗洗禮禮禮禮／／／／浸禮的意義浸禮的意義浸禮的意義浸禮的意義 

保羅用自己經歷來指出，這是新生命的記號 (加拉太書 3:26-27)，是與基督聯合的記

號 (西 2:12-13) ，是聖靈更新的象徵 (多 3:4-6)，聖靈內住的記號(林前 12:13、林後 1:21、

22；弗 1:13，4:30)，是舊死新生的標誌(徒 15:9；多 2:14；林前 1:13-17)。「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1:17) 

在這幾節經文中，保羅明顯認為「奉耶穌的名」施洗乃屬理所當然。 

 

洗禮與罪的關係洗禮與罪的關係洗禮與罪的關係洗禮與罪的關係    (羅羅羅羅 6:1-14) 

信徒的洗禮，表明他已與耶穌的死聯合，脫離罪的管轄(「在罪上死」、「向罪死」)，

又與耶穌的復活聯合，歸入神的主權之下(「向神活」)。信徒的責任是承認(「知道」、「看」)

這些既成的事實(11節)，以此為生活的方向，遠離罪、獻己給神(12-13節)。是生命主權

的移交及結果。(6:15-23) 以「作奴僕」為比喻，表明基督徒既從罪獲得釋放，就不應再

順從罪、行不義，而要順從神(22節)、受義規範(18節)。本段同時描寫兩種「服役」的

後果：作罪奴僕引致不法(19節)、死亡(16、21、23節)；作神奴僕引致「成義」(16節)、

「成聖」(19節)、「永生」(22-23節)。 

 

 

「「「「傳傳傳傳承使命承使命承使命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我認識信而受洗的意義和重要性嗎？ 

2. 我受洗時可以向眾人見證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經歷嗎？ 

3. 我既已與主聯合，脫離了罪，現在是否可以不受罪的管轄，不作罪的奴僕？ 



 
15 

08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 

曲：古丹青 詞：甄燕鳴 

 

為大使命望前行不再後顧， 

立志盡力完成主所吩咐， 

做個真門徒，忠心不怕艱苦！ 

 

用主基督觀點校準我視線， 

望見地上靈魂憂傷抖顫， 

不理障礙在前，聽命任祢差遣。 

 

快到處述說主救贖歷程，人人可做證！ 

用信心開拓路徑，傳承使命， 

困累仍力拚，存衝勁； 

前進！靠祢實踐真理顯公正，等舉世和應， 

萬里同途見證，齊歡呼祢獲勝！ 

 

(Last chorus: 人人都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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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 

 

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的使命內容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的使命內容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的使命內容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的使命內容 

新約記載在《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中，對大使命有着不同的記載，而所有有

關大使命記載都是描述在耶穌復活後發出。 

 

《馬太福音》－耶穌指示門徒要去「佈道」和「教導」，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人施

洗，使萬民作主門徒。(太 28:16-20)  

《馬可福音》－耶穌差派門徒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可 16:15-20 ) 

《路加福音》－耶穌告訴門徒要傳講有關悔改和赦罪的道理，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

邦。並應許門徒將有從上而來的能力，為主作見證。(路 24:44-53) 

《約翰福音》－耶穌向門徒顯現，賜下平安，並差遣門徒去傳平安的福音。愛主和牧養

主的羊。(約 20:19-21)  

《使徒行傳》－耶穌應許聖靈降臨，賜下能力給門徒，以完成從耶路撒冷起，直到地極

作見證。(徒 1:3-11)  

  

主耶穌所主耶穌所主耶穌所主耶穌所頒佈頒佈頒佈頒佈的大使命的大使命的大使命的大使命 

要去：人人要去傳福音。 

 

1. 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2. 要洗：奉三一神的名給他們施洗。 

3. 要教：主所吩咐的教訓。 

4. 要信：主應許常與我們同在。 

5. 要把握：這世界有一天會過去，福音的門將關上。 

 

主耶穌擁天上地下權柄主耶穌擁天上地下權柄主耶穌擁天上地下權柄主耶穌擁天上地下權柄 

主耶穌面對懷疑的人，向他們宣告說：「天上地下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

去……」如此有權威的宣告，已釋去他們所有的疑惑，門徒從多疑與不信轉變為堅定不

移，他們更確實知道自己所信的是甚麼。基督的大使命是對所有信徒發出，這次顯現可

能包括十一門徒以外的其他人，哥林多前書 15:6 所說向五百多人顯現的那次。主更向實

踐大使命的人應許說：「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應許不是只給那十一個門徒，因主知道他們不會活到世界的末了。在約翰福音

21:18-23 主預告彼得將來必為主殉道，其他十個使徒也在幾十年內因殉道離世。但在彼

得與眾使徒之後仍有許多人興起，要遵行這大使命，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這大使命是

給十一使徒以後的所有信徒。 

 

有甚麼應許比主耶穌必然同在的應許更寶貴？有主耶穌的同在我們還有何疑惑畏

縮？所以，我們要做個真門徒，聽命任主差遣，傳承這偉大使命，立志盡力完成主所吩

咐的，為大使命努力前行不再後顧，忠心地事奉不怕艱苦，萬里同途作好見證！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我蒙福音的好處，也奉了三一神的名受洗，願意成為一個大使命的真門徒嗎？ 

2. 有甚麼事情或疑惑，令我常難以實踐使命？ 

3. 每個人有不同的起跑點，我願意重新再來開始一個使命人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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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駕着雲彩駕着雲彩駕着雲彩駕着雲彩 

曲：古丹青 詞：李穎茵 

 

耶穌升上高天，掌管世界， 

耶穌賜下救恩，枷鎖破解， 

萬族敬拜，侍立寶座前， 

同仰望跪拜得勝主！ 

 

耶穌看顧困苦，恩典滿載， 

耶穌擁抱喪失，永遠同在， 

萬族讚嘆祢不息的愛， 

傳盼望凱歌頌奏響！ 

 

同心歡呼，號角聲吹響迎候， 

共慶主再現，Hosanna! 榮耀屬祢得勝主。 

同心歡呼，頌讚主雀躍期待， 

在那天（某天）駕着雲彩，迎萬主之主，恩光滿載。 

（全地與深海，榮耀遍蓋！） 

 

基督升天給我盼望，戰勝死的捆鎖。 

 

 

Copyright © 2017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Music Ministr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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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升天再來升天再來升天再來升天再來 

 

基督同在基督同在基督同在基督同在 

耶穌復活到祂升天期間，用了 40 天之久向門徒顯現，講論神國的事。(徒 1:3) 門徒們

本來所關心的和期待復活的主耶穌來復興「以色列國」(徒 1:6)，但耶穌的心意是在「神

的國」。神的國要從耶路撒冷，撒馬利亞，一直拓展到地極，這要靠聖靈的能力並門徒的

見證來完成。耶穌早就在彼拉多面前受審時已表明了：「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 18:36)。 

 

耶穌升天以前，對門徒有兩項重要的託付：第一，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第二，將主的吩咐教導他們遵守(太 28:19-20)。佈道與教導是耶穌

所交託給門徒的大使命，也是教會兩項最重要的工作。耶穌升天了，不是棄門徒不顧，

祂說過：「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約 14:18) 祂曾經幾次說，要差

聖靈保惠師來(約 14:16-27、16:7、16:13、20:22、徒 1:8)，在升天之前更應許說，門徒如

果照主所吩咐的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基督升天基督升天基督升天基督升天 

耶穌升天時，有許多人親眼看見祂被接升天，一直到看不見為止。那時，有天使出現，

向眾人說：「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徒

1:11) 耶穌還要再來，但不是像祂第一次來到世間那樣以嬰孩的樣式降生。耶穌告訴過門

徒，祂是大有能力和大榮耀駕雲降臨：「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

臨。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路 21:27-28) 

 

基督再來基督再來基督再來基督再來 

耶穌形容祂的再來：「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約 14:3) 使徒保羅在講論聖

餐時，也形容主的再來：「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林前 11:26) 天使預言耶穌會再來

時：「……這位……耶穌，你們看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樣回來。」(徒 1:11) 祂的

再來好像挪亞時的洪水那樣來得既突然又令人措手不及。祂會好像「賊」一樣，在「想

不到的時候」就來了。(太 24:39、42-44、48、50，25:13；路 12:37-40) 祂會在大災難之

後再來。(太 24:29-30) 那時，太陽、月亮和星星都會發生大動亂。(太 24:29；可 13:25 -26；

路 21:25-27)。祂會在大能和榮耀中駕著天雲、隨著號聲、天使伴著而來。(太 24:20-21，

26:64，可 13:26，14:62，路 21:27)  

 

那時，各人都要按自己的工作得賞賜。隱祕的事都會公開出來。基督會以那些以祂為

恥的人為恥。(太 16:27；林前 4:5；可 8:38；路 9:26) 萬國都要聚集在祂面前受審判。(太

25:31-32) 祂與祂的千萬聖者同來。(猶 14) 基督再來要建立祂的國度；那時，祂會從天

這邊到天那邊，從四方招聚祂的選民。(路 21:27-31；太 24:31)  

 

耶穌真的會再回來，我是否願意在未來人生打那美好的仗，跑當跑的路，守住所信的

道？(提後 4:7)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主必再來！我已經預備好迎見祂嗎？ 

2. 我願意接受主耶穌大使命的託付嗎？ 

3. 我可以用什麼實際的行動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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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傳頌千里傳頌千里傳頌千里傳頌千里 

曲：翁凱雯 詞：張家璇 

 

敬拜祢，榮耀祢，基督至聖萬世傳奇； 

讚美祢，傳頌祢，福音使命去到千里。 

 

信心交託，未怕歇力疲； 

恪守真理，步履也佳美。 

 

恩光彰顯，聖靈導引，哈利路亞， 

求全地每顆心改變； 

恩典澆灌，聖靈勵勉，哈利路亞， 

求全力見證主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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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傳到地極傳到地極傳到地極傳到地極 

 

福音進程福音進程福音進程福音進程：：：：全地每顆心改變全地每顆心改變全地每顆心改變全地每顆心改變     

使徒行傳 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是耶穌升天前，在橄欖山上留下的見證使

命。這段使命內容也是使徒行傳分段結構，福音遍傳的進程。 

 

使徒行傳 

第一至第七章：在「耶路撒冷」所作的見證 (路 24:47「從耶路撒冷起」)。 

第八至第九章：在「猶太全地」與「撒瑪利亞」所作的見證 (徒 8:1「耶路撒冷的教會大

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 

第十至第廿八章：到「地極」所作的見證。 

 

這四個地域代表性的意義是，傳福音由近至遠，從小到大。作見證要從耶路撒冷本地

開始，延伸至鄰近的猶太全地，並且包括他們所鄙視的撒瑪利亞，直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這四個地方合在一起，是指作見證的全面性與普及性，主耶穌要門徒走遍各地，將復活

的信息見證出來。  

 

傳到地極傳到地極傳到地極傳到地極：：：：福音使命傳千里福音使命傳千里福音使命傳千里福音使命傳千里 

「地極」在當時人的觀念是地的盡頭，他們相信西面的羅馬或士班雅(今日西班牙)是

最終極的地方，因為當時的人相信地球是平，不是圓。當船從西班牙再往西行，有一天

會掉到深淵。保羅曾經在寫羅馬書的時候，十分想望要到西班牙去(羅 15:28)，相信是基

於要完成大使命的一個願望。在主耶穌的心目中，在祂說「地極」的時候，是指到比當

時人的觀念更廣更闊的地區。 

 

見證基督見證基督見證基督見證基督：：：：全力見證主真理全力見證主真理全力見證主真理全力見證主真理  

「見證」原意是「見證人」的意思。「見證人」是曾親眼見過，親身體驗事件的發生，

又願意將所經歷的一切告訴別人的人。見證人必須忠於所見的事實，不可將事實與猜測

混為一談，更不能因為利益而放棄真理，亂作假見證。門徒不單要作口傳的見證，更要

用他們的生命印證所說的。 

 

「作見證的內容」包括耶穌的生平、事蹟、死與復活。 

 

「作見證的能力」指聖靈要降臨在門徒身上，他們就得著能力。門徒要說服人接受耶

穌的救恩，不是靠人的智慧與口才，必須靠聖靈在人心裏動工。因為主耶穌曾說，聖靈

來是「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 16:8)。在使徒行傳第二章彼得

講道之後，會眾扎心、悔改，最終帶來生命的改變，這些都是聖靈的工作。讓我們在這

個彎曲悖謬的世代能做個忠心的見證人，全力見證主。 

 

 

「「「「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傳承使命」」」」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反省與應用：：：： 

1. 我如何開始由近至遠的佈道行動？我的好行為能影響家人嗎？ 

2. 見證人需要忠於所見的事實，我能在那方面見證基督？ 

3. 我認識聖靈如何工作，知道怎樣得著祂的能力去為主作見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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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名單製作名單製作名單製作名單 

 
Album Concept: 麥樹明牧師(ACM會牧) 

Album Committee: 麥樹明牧師、何頌華、陳永業、古丹青、何威廉、劉頌恩、李穎茵、高佩玲、彭榮棟 

Album Producer: 古丹青 | Vocal Producers: 高佩玲、古丹青 | Production Assistant: 何威廉 

 

1. 在地若天 曲：何威廉 | 詞：唐桂成 | 編：何威廉 主唱：關承浩 | 和唱：葉恩婷、何翠環、陳澔峰、李治森、Ray@佳音使團 和唱編寫：陳澔峰 | 混音：Thomas Lo 

 2. 傾倒的愛 曲：魏燕君 | 詞：袁愛欣 | 編：劉志祥@沙田浸信會 | 主唱：高佩玲 和唱：高佩玲、陳澔峰、李治森、Ray@佳音使團 | 和唱編寫：古丹青 | 混音：介 

 

3. 祢是誰 曲：陳澔峰 | 詞：盧永亨 | 編：張慈龍 主唱：葉恩婷 | 和唱：葉恩婷、高佩玲  和唱編寫：陳澔峰 | 混音：介 

 4. 憑信看見 曲：古丹青 | 詞：朱浩廉 | 編：古丹青 主唱及和唱：Frontline (江家寶、許婷婷、張日慧、丁偉傑、葉鎮邦) | 和唱編寫：古丹青 混音：介 

 

5. 天地喝采 曲：何威廉 | 詞：Ivorquent @ Frontline |  編：何威廉 | 主唱及和唱：陳澔峰、Ray@佳音使團、Ivor @ Frontline、李治森、高佩玲、謝希文、謝希賢 | 和唱編寫：陳澔峰 混音：Sung Ka Hang 

 

 6. 相信祢 曲：魏燕君 | 詞：蘇如紅 | 編：張慈龍 主唱及和唱：蘇如紅 | 和唱編寫：古丹青 混音：Thomas Lo 

7. 一 曲、詞：西伯 | 編：古丹青 主唱：陳澔峰 | 和唱：葉恩婷、何翠環、高佩玲、李治森、Ray@佳音使團 和唱編寫：古丹青 | 混音：介 

 8. 傳承使命 曲：古丹青 | 詞：甄燕鳴 | 編：古丹青 主唱及和唱：Terence Leung & Michael Liang @ 

ZiON NOiZ | 和唱編寫：Terence @ ZiON NOiZ 混音：Sung Ka Hang 

 

9. 駕著雲彩 曲: 古丹青 | 詞: 李穎茵 | 編：古丹青 主唱及和唱：葉恩婷、高佩玲、Ivor 

@Frontline、陳澔峰、馬莉、梁善淋、李治森、
Ray @佳音使團 | 和唱編寫：古丹青 混音：介 

 

 10. 傳頌千里 曲: 翁凱雯 | 詞: 張家璇 | 編: 古馳  主唱及和唱：馬莉、高佩玲、蘇如紅、梁善淋、陳澔峰、李治森、Ray@佳音使團 | 和唱編寫：
Mary Ma @ Hong Kong Gospel Choir 混音：Simon Li @ nOiz 

Musician Credit 

Drums: Lawrence Tsui @ Gig Studio (Track 1-10) 

Bass: William Ho (Track 1-9) / Ah Sai @ Aineo Music (Track 10) 

Acoustic and Electric Guitars: Nelson Liu (Track 1-9) 

Percussion: Lawrence Tsui @ Gig Studio (Track 10) 

Piano Programming: 劉志祥@沙田浸信會 (Track 1) 

Strings Arrangement Assisted by: 徐沛昕 (Track 3, 6) 

 

Vocals Recorded at Gig Studio 

Vocals Recorded by: Lawrence Tsui/ Tsam Chan / Derek Kwan / 介 

Vocals Tuning & Editing by Lawrence Tsui & 介 

Drums Recorded at Gig Studio 

Bass Recorded at 沙田浸信會錄音室 (Track 1-3, 5, 8) | 天堂錄音室 (Track 4, 6) 

 

Album Mastered by Randy M @ Sterling Sound 

Art Design by Yip Wong @ Yipp Desig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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