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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聖經課程之蛻變與更新 

 
猶記得早於 2016 年踏入藍田堂參與兒童事工籌委會開始，便蘊釀更換兒童主日學

聖經教材課本，隨後經過大半年向各班兒童主日學老師進行諮詢及收集各方面意見後，
大部分兒童主日學老師均細心地挑選出 2018-2019 年 10 月推行之各班兒童主日學新教材
課本，作為各班更新課程及教授聖經之用，喜見各班兒童主日老師對於教授兒童明白真
理十分用心，不但要將聖經真理傳遞給各兒童，還關注各兒童能否將所學的真理應用到
現實生活中，作為回應千變萬化的時代挑戰。 

 
然而在更新課程上各班老師的確下了不少功夫，從而才能篩選出各具特色的教材 ; 

現在逐一介紹如下 :- 
 

一. 仁愛班 : 在更新課程前已更換了教材，及選用了浸信會出版之「主題式聖經課程(新
版)」其課程特點以聖經真理八個主題 ; 分別是神、耶穌、創造、聖經、自己、家庭、
教會及別人。並按照幼兒成長發展需要設計授課內容，再輔以遊戲活動及實物教材
指引，務求讓幼兒以經驗學習方法來理解聖經。 

二. 喜樂班 : 將原用播道文字出版 (更新課本)及選用小腳板走天路大畫冊作為輔助教
材，其課程內容以聖經新舊約人物教導為重點，然後配以課前活動、故事、手工、背
金句、生活應用及免抄寫習作以深化兒童學習聖經能力。而小腳板走天路大畫冊主
要是以色彩圖畫來表達聖經故事，有助學前幼兒在有限的個人經歷中透過圖像來具
體理解聖經真理。 

三. 和平班 : 則改用了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的「童心愛主」教材本; 課程設計主要是螺旋
式涵蓋新舊約聖經八個主題故事內容編寫，由萬物起源、民族的興起、以色列人出
埃及、王朝建立、耶穌降生、耶穌傳道、耶穌受死和復活及初期教會等。由淺入深及
循序漸進按著兒童心智及認知能力發展作出適切教導。還有教材本內提供多元化教
學模式及 CD 光碟給老師備課之用。 

四. 溫柔班 : 選用的橄欖出版社「華人兒童靈修月刊」，每月發行一本及每本共有 30-31
課，內容以聖經故事教導為主題，既有教導又有生活實踐反省，為要鼓勵學生將聖
經真理內化和反省後，應用到個人品格、道德生活及行事為人、與人和與神關係等
層面，為要鼓勵學生信仰生活化。 

五. 信實班 : 仍維持原用播道文字出版為主要教材本，其課程內容是以聖經新舊約人物
教導為重點，藉此教導高小兒童從聖經各個信心人物的信仰經驗和生命故事，認識
神與人之間的關係，務求以生命影響生命方式建立兒童的屬靈生命。此外，高小級
老師也次選了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社的教材本作參考授課之用，其教材本共有八冊 ; 
當中以聖經為本主題為民族興起、定居迦南、君王與先知、被擄與回歸、耶穌是主、
犧牲的愛、福音傳開了及豐盛人生。 

 
但願各位老師及兒童家長們携手合作，一起為著各兒童的靈命成長守望禱告，為要

使人成長的神塑造各兒童效法基督滿有長成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
增長! (路加福音 2:52)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46 篇 1-2 節 ....................................... 眾  立 

啟：1 哈利路亞！我的心哪，你要讚美耶和華！ 

應：2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著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 

3. 讚美 ................................. 堅固保障 (生命聖詩 50 首) ................................ 眾  立 

1) 上主是我堅固堡壘，永不動搖之保障； 

 上主是我隨時幫助，使我脫危難恐慌； 

 歷代仇敵撒但，仍欲興波作浪，牠奸狡又勢強， 

 殘忍毒辣非常，無比兇惡真難防。 

2) 我們若靠自己力量，雖然奮力必失敗； 

 有大能者在我一方，祂是上主所選派； 

 若你問祂是誰？基督耶穌元帥，又稱全能主宰， 

 世世代代不改，祂至終勝利奏凱。 

3) 縱全世界充滿鬼魔，恐嚇要將我毀滅， 

 我們不怕，因有神旨，靠主真理必告捷； 

 幽暗之君雖猛，我們也不心驚，狂暴我們能忍， 

 因他永刑已定，主言一出即倒傾。 (間奏) 

4) 主言權能無邊無量，遠勝世上眾君王， 

 我們領受聖靈恩典，因主時常在我旁。 

 親戚貨財可捨，渺小浮生可喪，身體縱被殺害， 

 真理依然興旺，上主國度永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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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藉我賜恩福 (生命聖詩 247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35 章 4 節下- 7 節 ............................... 眾  坐 

馬可福音 7 章 24-37 節 

7. 獻詩 .............................. 天父的聲音 (生命聖詩 515 首) ............................. 詩  班 

8. 奉獻 ................................................. 愛的禮物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以弗所書 6 章 1-20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日常中的屬靈戰爭 ....................................... 眾  坐 

11. 回應 ............................ 基督精兵前進 (生命聖詩 381 首) ........................... 眾  立 

1) 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十架旌旗高舉，引領在前頭； 

主基督是元帥，領我攻仇敵，齊看我主旗號，進入戰陣地。 ** 

4) 蒙恩聖徒前進，歡欣齊前往，大眾異口同聲，凱歌高聲唱； 

榮耀尊貴頌讚，歸基督我王，世人天使同唱，頌揚永無疆。** 

** 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十架旌旗高舉，引領在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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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是希伯來書 5 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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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堂現招聘兩位傳道及全職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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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兒童主日學已經開始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學員$120（溫柔班及信實班學

生除外），請家長到圖書閣前辦理登記及繳費事宜。 

5) 崇拜部舉辦「崇拜主席培訓班」，於 10 月 6 日(六)及 13 日(六)下午 2:15-4:15

於本會禮堂舉行，誠邀弟兄姊妹參加。 

6)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10 月 7 日開始，共有六堂，時間是下午 1:00-2:00。凡有意

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 

7) 2018-2019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8 年 10 月 7 日開始，上課時間為

上午 10:30-11:15。這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今日開始報讀。各課程簡介可

參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的海報。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基礎 釋經原理與應用 江慕慈姑娘 

中級 摩西五經 麥志成牧師 

進深 福音與社會 周家邦弟兄 

初中主日學 不一樣的生命 劉皓然弟兄、林恩庭姊妹 

高中主日學 超凡生命力 陳麗樟姑娘 

8) 本年 10 月 28 日舉行會友大會，屆時亦會選舉新一屆執事。邀請參與選舉之提

名信今天派發予合資格之弟兄姊妹，請肢體認真禱告尋求主，並於 9 月 16 日

或之前交回條（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9) 會友鍾巧明弟兄 (鍾偉貞姊妹之父親)安息禮拜訂於今天晚上 7:00 在世界殯儀

館三樓明愛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會友梁文耀弟兄及會友葉翠蓮姊妹訂於本年 9 月 23 日下午 2:30-4:30 在本堂

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11) 公禱事項： 

 新學年學生的適應。 

 東南亞的天災及香港的基建接連出現問題，並涉及民生，求主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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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憑信,不憑眼見 (普天頌讚 287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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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陸家偉牧師 陸家偉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余月娥執事 余月娥執事

讀經: 連思樺姊妹 甄志賢弟兄 連思樺姊妹 鄭美珍姊妹 雷書昊弟兄 陳朝發弟兄 雷書昊弟兄 邱頌詩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鄺淑芬姊妹 周　悠姊妹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葉海婷姊妹 潘裕圖弟兄 葉海婷姊妹

招待: 黃瑞玲姊妹 張潔綾姊妹 李淑蓮姊妹 温寶儀姊妹 林義妹姊妹 黎翠琼姊妹 鄒小敏姊妹 林碧蓮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賴文湘姊妹 黃菁菁姊妹 黃佩貞姊妹 朱月萍姊妹 黎蓮妹姊妹 黃曉媚姊妹 莫雪貞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林景輝弟兄 楊彼得弟兄 彭秀群姊妹 麥淑容姊妹 戴志遠弟兄 古海劍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朝發弟兄 王月珊姊妹 徐俊榮弟兄 藍天晴姊妹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郭　宏弟兄 林溢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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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義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趙惠蘭姊妹 吳綺薇姊妹 梁銘章弟兄 蔡加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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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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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展昀小朋友

司事: 余凱琳小朋友 馬曉思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劉卓言小朋友

信實: 陳玉燕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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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怡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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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趙修培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趙修培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七主日（綠）(9月16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綠）(9月9日) 

本月累積奉獻: $154,054  (包括發展及購堂: $23,500) 上週奉獻總數: $15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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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志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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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