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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系列(五) : 藉著雨點說感恩 

 

猶記得大概五月尾透過傳媒報道，得知香港水塘露出龜裂石地情況，於是香港制

水情況會否重現被受關注? 當中有人提出香港是否出現天旱雨量不足導致水塘缺水，

甚至也有人懷疑香港總存量水不足等問題。於是逼使水務署署長要出來解釋一番以

息除各方市民的疑慮。而當局出來回應指出香港的水存量是足夠，加上香港一直有賴

東江水的供應，不會如各方想像中會制水。還有當局解釋香港的水塘功能是用作收集

暴雨儲水之用以免造成浪費水源。雖然這則新聞看來很平凡，沒甚麼大驚小怪，又或

香港制水情況也未必逼在眉睫。可是慈愛的天父恩典臨在，於隨後的兩至三星期降下

恩雨，甚至當中有些日子是下著黃雨，藉著這恩雨降下，讓我們更深體會天父上帝的

點滴眷顧來得及時又剛剛好 ! 不但為我們住在地上的子民帶來涼快天氣，而且為我

們帶來潤澤田園，給我們供應有水可用、有食物可吃、有工可作等等。 

 

從這微小天文氣象變化覺察天父憐憫眷顧我們，令我想起列王紀上 17-18 章，經

文均有提及神如何透過降雨作為祂與子民立約的記號; 正如以利亞被神呼召作先知

同時，神為以利亞預備了約但河東的溪水給他喝，又吩咐烏鴉為他送上餅和肉供養

他。此外，以利亞應許寡婦不用擔心麵粉不足和瓶內缺油，因為耶和華給她供應麵粉

及瓶內的油像耶和華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不會缺少和源源不絕。還有神在以利亞擊倒

巴力先知與亞哈對決戰役之中，突然降下烏雲大雨令亞哈戰車不適宜行駛。 

 

因此以利亞從許許多多的生命歷程中，可以窺見慈愛的天父使用雨水來眷顧人得

水喝，又可以透過雨水來生出土產養活人一生，更可以運用雨水來保顧祂所呼召的先

知之性命免受敵人的侵襲，和藉著雨水來審判那四百五十個虛假偶像巴力先知。所以

我們一直所信的主既是慈愛又公義，祂藉著所創造的雨水來彰顯大能，目的是為我們

帶來生命的眷顧、保護和管教。每當我們看見天上下起雨來，容讓我們先學習不去埋

怨雨水為我們帶來生活的煩擾和不便，而是學會更新我們對雨點負面看法，學習藉著

雨點向愛我們的天父說 : 感恩 !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八年七月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23 篇 1-3 節上 ..................................... 眾  立 

啟：1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目。 

2 看哪，僕人的眼睛怎樣仰望主人的手，婢女的眼睛怎樣仰望女主人的手， 

應： 我們的眼睛也照樣仰望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他憐憫我們。 

合：3 耶和華啊，求你憐憫我們，憐憫我們！ 

 

3. 讚美 .................................. 創造奇功 (生命聖詩 38 首) ............................... 眾  立 

1) 仰看天空，浩大無窮，萬千天體縱橫錯綜， 

 合成整個光明系統，共宣真神創造奇功。 

 一輪紅日，西落升東，是神太初創造大工， 

 發射光輝照耀天空，顯示真神能力無窮。 

2) 當空明月清輝如雪，面向大地輕輕細說， 

 重新述說生平來歷，讚美真神創造奇蹟； 

 在她周圍，無數明星，有如萬盞光耀天燈， 

 一面遊行一面頌神，不停讚揚創造深恩。  (間奏) 

3) 雖然他們肅穆沈靜，圍繞地球來復運行， 

 雖然他們不發聲音，僅依軌跡發出光明， 

 明智的耳，卻能傾聽他們所發榮耀歌聲， 

 在光明中讚美頌稱，“造我之主，全能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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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神的保護 (生命聖詩 46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西結書 2 章 1-5 節 ..................................... 眾  坐 

馬可福音 6 章 1-6 節 

7. 獻詩 ......................... 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生命聖詩 259 首) ...................... 詩  班 

8. 奉獻 ................................奇妙的耶穌 (生命聖詩 420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撒母耳記下 7 章 1-14 節上 ................................ 眾  坐 

10. 信息 ......................................... 安穩在神的同在裡 ....................................... 眾  坐 

11. 回應 ...........................安穩在耶穌手中 (生命聖詩 343 首) ........................ 眾  立 

1) 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主懷裏；因主慈愛常覆翼，我靈甜美安息。 

遙聞天使歌頌聲，使我快樂歡暢，歌聲籠罩榮美地，盪漾碧玉海上。  ** 

2) 安穩在耶穌手中，再無憂慮驚駭；不怕世界的誘惑，不怕罪惡侵害。 

脫離了疑惑恐懼，脫離煩惱憂慼，只餘下少許艱難，只餘眼淚幾滴。  ** 

(間奏) 

 



 

 

3) 耶穌曾為我受死，成為我避難所；我主是永世磐石，我必永遠靠託。 

現今當忍耐等候，直到黑夜飛走，等到見清晨曙光，照在金色岸上。  ** 

** 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主懷裏，因主慈愛常覆翼，我靈甜美安息。 

 

12. 公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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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是民數記 12 章至民數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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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團契的蘆葦組(小學級子女)將於今日下午 2:00 舉行專題講座，題目

為「輕鬆教出好孩子」；講員是梁偉樂先生(余德淳訓練機構有限公司--學

界 EQ 訓練顧問)。歡迎有興趣肢體參加(同時段附設兒童團契)。 

4) 已報名參加 7 月 16 日至 21 日暑期聖經班之兒童，請於 7 月 16 日上午

8:45 準時到達教會出席課堂。（煩請各兒童必須穿著運動服飾、自備飲用

水一枝及餐具）另暑期聖經班家長講座於 7 月 21 日(上午 9:00-10:00)舉

行，主題：「父母如何傳承信仰給子女」，並邀請何錦昌先生主講(資深社

工及心理輔導員)，歡迎各位家長出席參加，可留意海報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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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應徵者

須中學畢業或以上程度；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及製作簡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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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慕慈姑娘已於 2018 年 7 月 4 日到任。 

8) 麥牧師於 7 月 5 至 8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9) 會友李蘇弟兄(李健全弟兄的父親)於 7 月 2 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其家

人。 

10) 公禱事項： 

 阿摩斯書 5:24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為香港政

府能夠公平、公義地運用香港土地仰望神。 

 7 月 10 日及 11 日分別是升中派位放榜及 DSE 放榜，願主引領教會一

班即將放榜的青少年的升學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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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求主復興 (生命聖詩 250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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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林禮標弟兄 林禮標弟兄 余文耀弟兄 余文耀弟兄

讀經: 陳　諾弟兄 連卓欣弟兄 陳　諾弟兄 缪迺頌姊妹 雷書昊弟兄 李燕怡執事 雷書昊弟兄 彭秀群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朱天諾姊妹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招待: 陳醮英姊妹 趙惠蘭姊妹 張元娜姊妹 黃盛霞姊妹 何玉燕姊妹 楊妙玲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陳景安弟兄 李笑歡姊妹 譚建偉弟兄 莫綺湘姊妹 袁麗嬋姊妹 陳翠珍姊妹 文玉玲姊妹 陳詩韻姊妹

當值: 温麗儀姊妹 張錦雲姊妹 余穎欣姊妹 古海劍弟兄 葉德誠弟兄 馬君思姊妹 張金生弟兄 楊彼得弟兄

影音: 李建業弟兄 王月珊姊妹 林殷宏執事 鄭慧芝姊妹 蔡加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黃曉媚姊妹 柯綽瑤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可媚執事

插花/司數: 潘燕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蔡加德弟兄 林義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趙惠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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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林曉潼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譚恩翹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陳可媚執事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陳可媚執事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綠）(7月15日)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綠）(7月8日) 

本月累積奉獻: $200,310  (包括發展及購堂: $18,700) 上週奉獻總數: $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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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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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