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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宣教運動 

逢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三十分，藍田堂門外的旗桿上，

懸掛著一支旗幟，這不是國旗或區旗，而是香港基督少年軍分

隊旗（右圖）。旗幟的底色是深藍色，軍徽是一個錨，設計源自

聖經希伯來書六章十九節：「我們有這指

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

書 6:19）」。這經文亦是基督少年軍的格言，

提醒我們耶穌基督的救恩帶給人真實可靠

又穩妥的指望，如同錨使船隻停泊時固定而不被水流沖擊搖動。當分隊旗幟升起時，

代表基督少年軍 200 分隊正在藍田堂進行集隊活動。 

 基督少年軍（The Boy，s Brigade）自一八八三年於英國創立，是一個國際宣教

運動，目前已有超過六十個國家成立了分隊，讓不同膚色和種族的兒童及青少年參

與訓練及認識福音。基督少年軍把團體精神和軍事紀律融入在宗教活動中，藉此教

導兒童及青少年人學習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在複雜和充滿引誘的

社會中，培育兒童及青少年達至基督化的人格至為重要。 

 藍田堂基督少年軍 200 分隊成立了接近十四年，在過往的日子中，導師們默默

耕耘，在隊員心裡撒下福音的種子，有昔日的隊員成為今日的導師，繼續傳遞生命

的訊息，扶助下一代成長，為此我們實在感謝天父。我們相信培育兒童自小學習聖

經真理是十分重要的，就如提摩太自小從母親及外祖母身上學習聖經，這聖經於教

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 3:16-17）。因此每次集隊除了有

步操訓練和專章課程之外，也有靈修時間，與隊員一起分享聖經真理，討論日常生

活所遇到的事情和體會，鼓勵隊員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真理。 

筆者在分隊中服侍期間，觀察隊員的成長令人感到奇妙；有性格較為衝動的隊

員變得柔和學會忍耐，也有高年級的隊員主動幫助年幼隊員完成活動；隊員之間的

關係更加融洽和投入。最近有一些新朋友來參與分隊活動，亦有附近居民查詢並帶

子女參與，盼望 200 分隊被主使用，有更多人參與這事奉，讓藍田堂的下一代及附

近的街坊小朋友在這裡成長，把福音的種子散播在他們的心田中。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 10:15） 

 

   陳麗樟姑娘



 

 

二零一九年六月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節)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聖靈如風，如火 ......................................... 眾  立 

聖靈如風，如火，求今天降臨。啓我眾心扉，燃照我靈。 

3. 宣召 .................... 詩篇 104 篇 1 節上、35 節下 (舊約 866、868 頁) ............. 眾  立 

啓：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耶和華－我的神啊，你為至大！ 

應：35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哈利路亞！ 

4. 讚美 ................................. 頌揚聖靈 (生命聖詩 151 首) ........................... 眾  立 

    **今天快樂時辰，信徒應當歡欣同歌頌；神是我們力量，頌揚榮耀主尊名！ 
 

詩：1 頌揚聖靈恩澤多，祂臨到正等待的門徒， 

 房內充滿風聲火舌，主賜他們新生命。   ** 

詩：2 門徒從前灰心喪膽，今彰顯神的大能， 

 眾目明察他們剛毅，勇於見證基督。    ** 

眾：3 頌讚祂大愛無盡，湧流信奉祂的人心中， 

 從前被罪分隔的人，於今和睦情誼深。   ** 

詩：4 天父賜下大權能，門徒奮勇齊往萬邦， 

 傳揚基督好消息，不懼怕死亡險境。    ** 

眾：5 求真理聖靈臨格，與我永相偕，住我心中， 

 懇求指引生活道路，賜我靈力奔天路。   ** 

眾：6 聖靈，求助我生活，堪配主美德與榮耀， 

 願我有勇氣信念，願主顯能力威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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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求聖靈惠臨 (生命聖詩 153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104 章 24-34、35 節下 (舊約 867 頁) ................... 眾  坐 

          羅馬書 8 章 22-27 節 (新約 236 頁) 

8. 獻詩 .................................聖靈開啓心靈 (生命週期 74 頁) ........................... 詩  班 

9. 奉獻 ..................................求聖靈充滿 (生命聖詩 161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馬可福音 16 章 15-16 節、羅馬書 6 章 3-4 節 ................ 眾  坐 

              (新約 82、233 頁) 

11. 信息 .............................................. 再思受洗的教導 ......................................... 眾  坐 

12. 回應 ................................ 受洗歸主(生命聖詩 229 首) ............................ 眾  立 

1 受洗歸入救主的死，向罪自視已死，與基督同過新生活，與主同升天上。 

2 主坐在聖天父右邊，被立為榮美王；進入榮耀作我先驅，仍願作我長兄。 

3 信愛兩翼助我飛升，脫離瑣碎世務，天上寶藏最為豐富，我們心當嚮往。 

4 勿容世間享樂吸引，求主賜力向上，靠主慈愛吸引能力，至終領受獎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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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路加福音 22 至 24 章及以斯拉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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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於今天上午 10:2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弟兄姊妹

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成人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改在 105 室練習。 

4) 「執事信徒領袖訓練」於 6 月 13 日及 27 日晚上 8:00 至 10:00 在副堂舉 

  行，由區伯平牧師(區聯會牧顧長)主領，誠邀現任與過往曾任執事及 

  信徒領袖參加，一同學習建立團隊，報名表已貼於圖書閣對出的間板上。 

5) 2019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7 月 15 至 20 日舉行，主題：「大舞台、小演員」

名額 80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地點：藍田堂，歡迎小一至小六兒

童參加（2019 年 9 月升讀年級），已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參加之兒童

請填妥報名表格及連同現金$250 交會計文員 Kammy。截止報名日期：6 月

16 日，請各家長報名從速。 

6) 藍田堂將舉辦「急救證書課程」，日期：28/7、4/8、11/8、18/8、25/8 及

1/9，下午 1:30 至 6:30。課程時數為三十小時，課程除介紹急救原則外，

學員可認識及練習急救處理方法，包括心肺復甦法、不省人事、出血、休

克、骨折及燒傷的處理等。完成課程後，學員會被安排由聖約翰救傷隊進

行考試。經考試及格後，可獲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的急救證書，

有效期為 3 年。歡迎年滿 13 歲弟兄姊妹參加，費用待定。請聯絡 Kammy

報名，6 月 16 日截止報名。 

 7) 崇拜部現需招募職事人員參與以下事奉，共同協助崇拜順利運作，有志

  事奉的弟兄姊妹請報名，招募表格已放在圖書閣，填妥後請投入箱內。 

影音組：操作音響系統、控制投影片播放。 

當值組：安排入座、維持秩序、處理突發事情等。 

8) 會友黃浩科弟兄(徐潔玲 Cindy 丈夫)安息禮定於 6 月 17 日晚上 7:30 在

世界殯儀館 3 樓明愛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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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Sing with joy, Glad voices lift By Hermann Schroeder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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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袁熙群先生 袁熙群先生 馬君蕙姑娘 馬君蕙姑娘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楊穎君執事 楊穎君執事

讀經: 林恩庭姊妹 林燕芬姊妹 林恩庭姊妹 彭秀群姊妹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招待: 李燕怡執事 鄭倩雲姊妹 李淑蓮姊妹 周家揚弟兄 林笑寶姊妹 區惠娟姊妹 張元娜姊妹 唐建寛姊妹

司事: 柯思敏姊妹 呂玉潔姊妹 鄒念龍弟兄 莫雪貞姊妹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曉媚姊妹

當值: 戴志遠弟兄 馬君蕙姊妹 張金生弟兄 朱麗麗姊妹 葉德誠弟兄 張漢榮弟兄 羅志威弟兄 馬志國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周　溢弟兄 呂進雄弟兄 楊芷瑩姊妹 李建業弟兄 陳卓恩姊妹 蔡加德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徐俊榮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蔡加德弟兄 鄒念龍弟兄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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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　- -　-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　- -　-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　- -　-

司事: 余凱琳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　- -　-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朱美儀姑娘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淑容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一主日（綠）(6月16日) 聖靈降臨節（紅）(6月9日) 

本月累積奉獻: $197,235  (包括發展及購堂: $29,400) 上週奉獻總數: $197,235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周耀寰夫婦、陳其銘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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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