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麥志成牧師 

傳道：  尚佩冰牧師、陳志輝先生、朱美儀姑娘、陳麗樟姑娘、 

     麥呂曼珍師母（義務）、劉麗梅姑娘（部份時間） 

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加入通訊錄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及浸信會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生活靈修 
 

  多年來都有在神學院當客座講師，教授的都是無關重要，但又難於找人—特別是

小角色來教授的科目，剛好修讀過心理學、家庭治療、老人學，於是就執起教鞭來，

其實是自己得益多於學生。 

 

  首先，有說教學相長，教書就要備課，過程中要重溫不少讀過卻又漸成陌生的書

本，很多時候都有新發現，原來過往忽略了不少細節，驚訝這樣容易忘記所學到的東

西，這樣也提醒要好好的教導學生，鼓勵他們要常常溫習所學過的，別在畢業之日把

書本、筆記一股腦兒掉到垃圾桶，事實上自己畢業時就曾見過不少同學就此孑然一身

離去。 

 

  除了重溫舊學之外，當然也要溫故知新，離開學校不經不覺又十年了，心理輔導

已有長足發展，若不是要教學，根本很少接觸這方面的新知，這樣一方面可保證教授

的不再是十多年前的材料，另一方面當然是增進自己的知識，不會與時代太過脫節，

特別對新世代神學生的認識。 

 

  另一個得益的地方，就是與神學生交流，常以為自己的一代已經相當「激進」，

接觸過新世代才知道，權威時代已盪然無存，互聯網上再精闢的學者見解都有，上課

成了挑戰老師的場所，要學生「聽教聽話」就只剩下身教，他們不再滿足於知識傳授，

而是會問這樣行得通嗎？故此，也驅使自己在牧養上下功夫，不能苟且。 

 

  也喜歡參加學生的畢業禮，不是因為學院的教學要求，而是替他們和教會高興，

又有一批新兵上場，最重要的是每次邀請的講員都會針對新兵作出勉勵，感覺就如自

己畢業一樣，雖然坐在臺上，卻浮現出昔日畢業禮上樣子惶恐的小子，讀了幾年書就

去牧養了？太不可思議了—若不是神恩典的話。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92 篇 1-4 節 ........................................ 眾  立 

啟：這是多麼好啊！稱謝耶和華，歌頌你至高者的名， 

應：早晨傳揚你的慈愛，每夜傳揚你的信實。 

啟：用十弦的樂器和瑟，用琴優雅的聲音； 

合：因你—耶和華藉着你的作為使我高興，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歡呼。 

3. 讚美 ................................. 耶穌愛我 (生命聖詩 513 首) .............................. 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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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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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主耶穌真奇妙 (生命聖詩 517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西結書 17 章 22-24 節 .................................. 眾  坐 

馬可福音 4 章 26-34 節 

7. 獻詩 ................................... 頌歌響遍 (美樂頌 189 首)................................. 兒童詩班 

8. 奉獻 ...........................天父世界真美麗 (生命聖詩 51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哥林多前書 9 章 24-27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運動場上的保羅 ......................................... 眾  坐 

11. 回應 .............................主民應當奮起 (生命聖詩 356 首) .......................... 眾  立 

1) 奮起，上主子民，放下次要事務，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服事萬王之王。 

2) 奮起，上主子民，促成天國來臨， 

趕快復興，相親相愛，除掉罪惡黑暗。 

3) 奮起，上主子民，教會需你力量， 

她責任重，她力量薄，奮起，使她振興。 

4) 奮起，耶穌弟兄，當隨主腳蹤行， 

高高舉起基督十架，奮起，上主子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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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利未記 18 至 24 章。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3) 兒童暑期聖經班(7 月 16 至 21 日上午 9:00 至 12:30)主題 : 「地球小管

家」已開始接受報名，名額 80 人，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之家長盡早為子

女報名參加，費用$250，截止日期為今日；聖經班報名表已擺放接待處，

歡迎索取及填寫後交回。 

4) 6 月 18 日(週一)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5) 暑期大專學生內地體驗，參觀鶴山教會、探訪、農耕、兒童工作等，日期

為 8 月 3 至 7 日，費用每位 500 元，包車費、食宿(不足額教會津貼)，查

詢及報名請聯絡麥牧師或陳志輝傳道。 

6)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須週六、日及晚上上班。應徵者須中學畢業或以

上，熟悉電腦文書和影音操作，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精神。如有

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弟兄姊妹可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7) 會友陳其銘之母親(林香)於 6 月 4 日離世，已訂於 7 月 7 日晚在鑽石山殯

儀館守夜。求主安慰弟兄及其家人。 

8)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已向執事會請辭，離職日期為 2018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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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Wie schon leuchtet der Morgenstern by J. C. Ba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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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連有先生 張連有先生

主席: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柯綽瑤姊妹 黃翰濤弟兄 方早晞姊妹 陳可媚執事 方早晞姊妹 徐俊榮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梁頌康弟兄 陳卓恩姊妹 梁頌康弟兄

招待: 鄭　琦姊妹 張穎明姊妹 温寶儀姊妹 黃嘉鳳姊妹 楊美美姊妹 鄧柏齡弟兄 葉翠蓮姊妹 鄧孔炤弟兄

司事: 譚富霖弟兄 呂玉潔姊妹 黃家成弟兄 文玉玲姊妹 朱月萍姊妹 李翠碧姊妹 鄭慧芝姊妹 莫雪貞姊妹

當值: 余文耀弟兄 蔡文嫦姊妹 馬志國弟兄 鄧民亮弟兄 張漢榮弟兄 麥淑容姊妹 羅志威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張淑敏姊妹 張宏睿弟兄 劉焯凡弟兄 鄭心怡姊妹

執事: 陳可媚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吳綺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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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盧穎君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司事: 梁諾希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朱美儀姑娘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何艷愛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周寶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周寶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五主日（綠）(6月24日) 聖靈降臨期第四主日（綠）(6月17日) 

本月累積奉獻: $329,149  (包括發展及購堂: $37,000) 上週奉獻總數: $155,195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鄧民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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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5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87,796         489,414    8,500        3,204       17,520      4,204       64,954          

現金支出 563,727         508,887    1,000        2,464       3,000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24,069           (19,473)     7,500        740          14,520      (796)         21,578          

固定資產 14,875,623    349,771    -                -               -                -               14,525,852   

銀行及現金結餘 2,561,451      686,160    492,335    902,935   68,000      (2,048)      414,069        

其他資產 63,850           20,650      -                -               43,200      -               -                    

按揭貸款 (2,855,087)    -                -                -               -                -               (2,855,087)    

其他負債 (147,672)       (147,672)   -                -               -                -               -                    
淨資產 14,498,166    908,910    492,335    902,935   111,200    (2,048)      12,084,835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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