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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暑期聖經班之《美食嘉年華》服侍點滴感言 

 
  隨著《美食嘉年華》暑期聖經班的主題曲「Yummy Yummy」響起『主的話像
Yummy Yummy 食物，主的話像 Yummy Yummy 食物，高高瘦瘦、矮矮肥肥，飽飽
的吃過了人成長，天天都看主的話，記住記住記在心底啦!』為整個暑期聖經班揭開
了序幕! 
 
  當中有 83 位兒童一連六天一大清早九時正前帶著愉快的笑容和期待的心情來到
藍田堂參加暑期聖經班，在遊戲和多元活動中學習聖經有關食物的信息和經文內容，
與及每天星級廚師姨姨製作的愛心茶點和美食，還有創新精美手工製作，為這個暑期
聖經班留下了相當美味的回憶! 就正如《美食嘉年華》教材套要帶出的重點信息; 神
所創造的食物能滿足人的身體所需的營養之外，還有神的說話和救恩能滿足人的心
靈需要，因此每位兒童都需要吃神的話，靈性才能夠茁壯成長，抵抗罪惡，身心靈食
物缺一不可。在此感謝各位兒童家長對教會的信任及鼓勵年幼子女在暑假期間也不
忘記學習神的話語! 
 
  此外，在暑期聖經班有機會在課堂中接觸到不同學生，有些學生很投入背金句和
認真思考福音內容時，令我想起箴言 22:6「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猶記得在課堂中有機會向學生呼召信耶穌時，其中有一位高小學生表示
要慎重考慮信耶穌，因為信了耶穌將來就要做傳道人。這同學的回應給我留下很深刻
的印象，反映她心目中信耶穌一事並非人云亦云、人信我又信那麼兒戲; 原來在她心
目中所認為信耶穌是一件嚴肅的事，也是一件付代價的決定。這學生提醒我們一群已
相信和接受耶穌基督福音的人，我們今天所領受的福音並不是廉價的福音，雖然主耶
穌基督的救恩是無條件的付出及白白賜給我們，可是我們作為跟從主的基督徒也要
付上代價，成為與基督的恩相稱的信徒生命，不能停留在屬靈生命的開端，在信仰上
只能吃奶而不能吃乾糧的人，乃是要不斷成長至回復神美善的形像和有真理、仁義、
聖潔的生命特質。 
 
  還有，在暑期聖經班第三天的日子，內心被聖靈感動要把握時機向一些非本堂會
友子弟及未信耶穌的小朋友傳福音，讓他們有機會聽到整全福音，感恩當中有 8 位
未信兒童願意決志相信耶穌，讓我體會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再者，
為配合食物主題有機會參觀合味道杯麵公司和製作自己口味的杯麵，能與各位小朋
友好奇投入去製作杯麵的興奮，然後開開心心地將屬於自己的杯麵帶回家，令我也感
到那份童心未泯，樂在其中。 
 
  最後也特別嗚謝暑期聖經班整個事奉人員團隊，讓我很深體現初期教會同心合
意興旺福音、愛心服侍主和服侍小朋友的熱誠，各人在恩賜上彼此配搭、互相補足和
補位，令我十分感動! 當中更有些家庭團契的家長在沒有安排崗位下自願在放工或放
假抽出額外時間來教會協助場地佈置，的確感受到各位暑期聖經班的事奉人員視教
會為一家人，既愛教會又愛兒童! 從她/他們的生命中流露出像基督的謙卑、善良、不
持勞苦、殷勤、忠心服侍的生命香氣，令我十分佩服和感激!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七年八月六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榮歸三一神 (普天頌讚 814 首) ............................ 眾  立 

一切榮耀歸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真神；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永永遠遠也這樣，無窮無盡。阿們，阿們。 

3. 宣召 ................................. 但以理書 7 章 9-10, 13-14 節............................... 眾  立 

啟：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着亙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 

應：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 

  他坐着要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 

啟：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 

  駕着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應：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 

  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4. 讚美 .................................. 聖名榮光 (普天頌讚 55 首) ............................... 眾  立 

   1) 惟願萬民都來歌唱讚美救主聖名， 

 讚美上主大君榮耀，頌主恩典得勝。 

   2) 耶穌聖名能消驚恐，能解萬眾愁腸， 

 彷彿妙樂進我耳中，恩賜生命安康。 

   3) 耶穌消滅罪惡威權，解放罪人捆鎖； 

 寶血能除污穢罪孽，也能潔我罪過。 

   4) 聆聽救主慈悲聲音，已死復得新生， 

 傷心的人能夠歡喜，貧苦更有信心。 

詩班：5) 聾子前來聽主聖言，啞吧來頌聖明， 

 盲者前來覲主聖容，跛足跳躍歡騰。 

   6) 地上聖眾，在天聖徒：教會頌聲和鳴， 

 高歌主愛，榮歸上主，千秋萬古永恆。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父賜天福 (普天頌讚 532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9 章 28-36 節 ................................... 眾  坐 

彼得後書 1 章 16-19 節 

8. 獻詩 ....................... 耶穌得勝，捨身拯救 (向山舉目 16 頁) ..................... 詩  班 

9. 奉獻 ........................................ Give Thanks (早堂) ...................................... 眾  坐 

虔誠敬拜 (午堂) 

10. 信息經文 ................................ 傳道書 8 章 1-17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誰如智慧人呢？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 by F. C. Atkinson ...... 眾  坐 

14. 家事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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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詩班八月休假，暫停練習；九月會回復正常練詩。請各位家長留意。 

3) 初中主日學於 8 月 6 日（今日）起舉辦暑期課程：「聖經中的饒恕」，共四

堂，逢主日上午十時半至十一時十五分於 103 室舉行，歡迎現時就讀初中

及 9 月升中學生參加。 

4) 暑期內地鶴山體驗團（麥牧師領隊），將於 8/8 至 13/8 舉行，參加者有：

朱滔聰，朱天樂，張慧清，黃倩澄，張元娜，鄭奕希，請各位為各人靈命，

天氣，行程代禱。 

5) 由於兒童事工部將不安排訂購信實班各學生課本，煩請信實班各家長於 8

月尾前到會計幹事 Kammy 安排退款$30 手續。多謝合作！ 

6) 本堂與中國浸信會神學院聯合舉辦神學課程，亂世佳人—以斯帖記的「小

女子」政治觀，地點為本堂，由麥牧師教授，鼓勵弟兄姊妹參加，九月四

日開課逢星期一晚七時半共八課，收費及詳情請參考海報或向麥牧師查

詢。 

7)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將於 2017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舉行，現正招募義工，截止日期 8 月 12 日，詳情可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

兄查詢。 

8) 宣道會藍田堂聘牧：增聘傳道，主動熱誠，負責青少年事工，具團隊精神，

神學士或以上，有志者請電郵履歷近照及兩位諮詢人至宣道會藍田堂。

admin@cmaltc.org 資料只供招聘用 

9) 尚佩冰牧師於今天到宣道會調景嶺新堂證道，請禱告記念。 

10) 本堂會友彭寶琳姊妹丈夫（黃志强弟兄）於 8 月 1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

其家人。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6. 殿樂 ........ Postlude in C by J. Christian Heinrich Rinck (1770-1846)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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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林湛基弟兄 柯綽瑤姊妹 呂潔儀執事 陳喜洋弟兄 連卓鴻弟兄 陳喜洋弟兄 朱麗麗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周　悠姊妹 林瑞萍姊妹 周　悠姊妹 林瑞萍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林燕芬姊妹 鄒小敏姊妹 鄧孔炤弟兄 楊美美姊妹 鄭倩雲姊妹 温寶儀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鄧愛賢姊妹 文玉玲姊妹 丘嘉敏姊妹 連卓欣弟兄 袁麗嬋姊妹 李麗梅姊妹 麥寶儀姊妹

當值: 王炳生弟兄 朱麗程姊妹 彭秀群姊妹 余穎欣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余國培弟兄 羅志威弟兄 古海劍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周鈺貽姊妹 呂進雄弟兄 林溢謙弟兄 黃永賢弟兄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林殷宏執事 林禮標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楊明麗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蔡曉恩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司事: 陳　灝小朋友 徐子曦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譚梓泓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張瑞儀姊妹 陳可媚姊妹 張瑞儀姊妹 麥穎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和平: 林笑寶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黃麗堅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杜小青姊妹 楊慧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綠）(8月13日)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綠）(8月6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82,135  (包括發展及購堂: $74,300; 短宣: $5,000) 上週奉獻總數: $150,382

2017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本週獻花: 文嘉麗姊妹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