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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暑期聖經班之《地球小管家》感恩日記 
直到如今腦海裡還在播放著剛過去 7 月尾的暑期聖經班活動花絮 ; 一張張的相片

配以《地球小管家》主題曲，影入眼瞼盡是小朋友可愛歡樂的笑容、十分投入地參與每
一個聖經班學習活動環節，再加上畢業禮現場小朋友的嘩然喜樂地發現自己也被拍在照
片中的氣氛，內心也因著她們的歡樂笑聲而被受感染，加入一同笑了起來，這開心爆笑
餘溫仍是瀝瀝在目。感恩 ! 這份單純開心歡笑氣氛在無意之間洗滌了我內心數月以來
在籌備暑期聖經班的疲累。 
 

此外，今年暑期聖經班讓我感恩之處，就是經歷神親自感動 38 位熱心參與服侍的兒
童主日學老師、執事、團契婦女們、學生家長、影音哥哥、教牧同工和九位中學生義工
組成事奉團隊，各人忠心服侍主的生命拼合成一幅幅彼此配搭、恩賜盡獻的美麗圖畫，
當中更有兩個家庭全家總動員，父母和子女們同心合意事奉神的美好見證，讓我想起以
弗所書 4:11-12 及 15-16「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師，為要
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體，……我們反而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
向著基督長進，連於元首基督，靠著他全身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
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還有，六位剛升上中一學生也趁
著暑假積極參與聖經班不同崗位的事奉，實在難能可貴! 喜見他們因著信仰生命漸漸成
長，起來服侍神和照顧小朋友完成各項活動，成為大哥哥和大姐姐的身分參與事奉，確
實是教會未來的盼望和明日的領袖，甚願他們繼續在主裡成長和經過被神陶造而成為合
用的器皿。 
 

再者，雖則今年聖經班參加人數是 51 人，可是其中非本堂小朋友卻與上年一樣，沒
有減少，仍維持有 19 位新朋友參加，當中大部分新朋友是由本堂小朋友介紹來報名，
更感恩的是神給予我們有機會向未信小朋友傳福音，當中也有 6-7 位小朋友決志信主，
祈求天父保守他們內心的福音種子繼續發芽生長，成為結好果子的基督徒。 
 

然而，今年暑期聖經班主題 : 「地球小管家」以環保信息整合聖經教導小朋友如何
愛護天父所造地球，鼓勵小朋友過一個減碳、實踐廢物回收再造、減少過度浪費食物及
過度消費下而增加垃圾等生活，再輔以出外參觀再造中心，參加紅酒塞原子筆工作坊製
作，一方面強化小朋友運用創意學習廢物循環再造美德，另一方面也教育小朋友學習傷
健共融，學習尊重社會上一些弱能人士、精神病患者等復康人士 ; 原來他們經過訓練也
可成為有價值有用的人，甚至成為教導小朋友完成紅酒塞筆的導師。感恩 ! 神賦予社會
上每一個人有神所賜的天賦才能，只要給予機會也可以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小管家，這
全靠神的再造之恩。 

 
最後，深盼各家長鼓勵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積極實踐珍惜兼愛護神所創造美景，實在

責無旁貸 !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34 篇 1-3 節 ........................................ 眾  立 

啟：1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常在我口中。 

應：2 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的人聽見就喜樂。 

合：3 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讓我們一同高舉他的名。 

3. 讚美 ..............................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 眾  立 

1)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為大，恩澤無限，使我心靈歌唱； 

 主言可靠，充滿寶貴應許；我靈，我心，因救主得歡暢。 

2) 我靈，我心，宣揚主名為大，宣揚祂大能膀臂成善功； 

 自始至終，祂恩德永確實；主，大能聖者，堪當受敬崇。 

3)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大能，世上掌權者都向主下拜； 

 祂面光中，強傲者必奔逃，謙虛者得升高，飢渴得飽。 (間奏)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說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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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靠主有福 (生命聖詩 27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約翰福音 6 章 35-40，47-48 節 ............................ 眾  坐 

以弗所書 4 章 23 節-5 章 2 節 

7. 獻詩 ......................... 上主創造精深奧妙 (普天頌讚 14 首) ....................... 詩  班 

8. 奉獻 ............................. Prelude in C,Per-Olov Kindgren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耶利米書 13 章 1-14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為主發聲的先知 ......................................... 眾  坐 

11. 回應 ................................. 喜傳福音 (生命聖詩 263 首) .............................. 眾  立 

1) 我愛傳揚主福音，傳揚天上事情， 

傳揚耶穌的慈愛，傳揚耶穌光榮。 

 我愛傳揚主福音，因這福音是真， 

它能滿足我渴望，遠超世間金銀。 ** 

3) 我愛傳揚主福音，越傳越覺歡心， 

每次從頭說一遍，倍覺甘甜清新。 

我愛傳揚主福音，因有多人未聞， 

聖經中寶貴應許：慈愛赦罪救恩。 ** 

** 我愛傳揚主福音，歷久常新的福音， 

傳揚耶穌的慈愛，傳揚主救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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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紐約華人宣道會教育部同工鄺成中博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申命記 11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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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執事會於 8 月 16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賜

智慧商討聖工。 

5) 藍田堂現招聘兩位傳道，牧養家庭、男士、婦女團契，策劃推動聖樂事工。

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弟兄姊妹可向麥牧師或尚牧師查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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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牧師於 8 月 10 日至 8 月 13 日放假。 

8) 會友陳沾弟兄(陳永祐弟兄之父親)安息禮拜訂於 8 月 18 日早上 9:30 在世

界殯儀館三樓明樂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9) 會友鄧葵姊妹(林景輝弟兄之母親)安息禮拜訂於 8 月 20 日晚上 7:30 在世

界殯儀館四樓 402 室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公禱事項： 

彼得前書 4:7「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要警醒禱告。」 

 求聖靈開心眼，讓基督門徙看清自己及世界的本相。 

 求三一神保守普世教會竭力廣傳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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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主耶穌，我愛祢 (生命聖詩 301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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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鄺成中博士 鄺成中博士 鍾淑珍姑娘 鍾淑珍姑娘

主席: 徐俊榮弟兄 徐俊榮弟兄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讀經: 陳卓欣姊妹 林燕芬姊妹 陳卓欣姊妹 黃佩貞姊妹 周　溢弟兄 麥淑容姊妹 周　溢弟兄 呂潔儀執事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潘裕文姊妹 林溢輝弟兄 潘裕文姊妹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張穎明姊妹 鄧柏齡弟兄 李淑蓮姊妹 陳其銘弟兄 陳醮英姊妹 鄭　琦姊妹 周潔頤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譚富霖弟兄 袁麗娟姊妹 羅志威弟兄 何惠敏姊妹 孫俏娟姊妹 鄭穎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何美蘭姊妹

當值: 温燕玲姊妹 余國培弟兄 馬志國弟兄 曾建恆弟兄 孔憲榮弟兄 馬君蕙姊妹 鄧民亮弟兄 林禮標弟兄

影音: 曾偉珩弟兄 陳卓彥弟兄 雷偉勝執事 鄭心怡姊妹 陳貽添執事 陳卓恩姊妹 呂進雄弟兄 楊芷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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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二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錢惠如姊妹 梁銘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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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　- -　-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　- -　-

讀經: 曾樂兒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　- -　-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劉卓瑋小朋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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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陳可媚執事 朱美儀姑娘

和平: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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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寶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姑娘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三主日（綠）(8月19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二主日（綠）(8月12日) 

本月累積奉獻: $161,913  (包括發展及購堂: $21,150) 上週奉獻總數: $16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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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遨然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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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