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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給孩子締造和善友愛社區 
 

自從六月「反修例」風波及政治社會制度深層次矛盾所爆發一連串抗爭運動及暴

力事件，至今還未平息! 而且抗爭運動所引起的民眾衝突看來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當

中涉事民眾先發生口角及講粗口指罵別人，繼而動武互相打鬥傷害他人身體及破壞公

物等行徑，已禍延港九新界多處社區，確實令人看後汗顏及不安! 這些一連串暴力事

件不但在成年人世界滋長，更令人痛心和憂慮是給予我們下一代的兒童及青少年社群

帶來負面的影響，因筆者多次在放工或外出工作時經過社區遊樂場、地鐵車廂、街道

等，都被逼聽到和看到社區中的兒童及青少年講出許多粗口，而且他們學得好快和跟

示威場面所講的粗口完全一字不漏地向身旁玩伴說出來。令本人深表訝異! 更不能認

同這些暴力行為和言語文化逐步污染了孩子的心靈。 

正當我們面對著社會政治亂局及民眾關係紛擾吵鬧的氣氛下，有一天無意中收到

母會一位團契姊妹女兒因小六畢業獻唱的一首歌曲《I am a small part of the world》，並

由 (Sally Albrecht & Jay Althouse) 作曲和填詞，分享如下 : - 
 
「I am a small part of the world. I have a small hand which to hold.  

But if I stand by your side, and you put your hand in mine,   

together we can be so strong and bold. 

I am a small part of the world. I have a small dream in my eye. 

But if I tell you my dreams, and you add your dreams to mine,  

together we can reach up to the skies. 

Hand in hand, dreams combine, voice with voice, together for all time.  

Hand in hand, dreams combine, voice with voice, for all time. 

I am a small part of the world. I have a small voice ringing clear.  

But if I stand out for freedom, and you add your voice to mine,  

together we have nothing left to fear.」 
 
當每次聽完這首歌都不禁令我感動落淚! 其中歌詞寫得很有意思; 我們每個人在

世界之中都是很微小，但當我們能夠走在一起願意聆聽彼此的夢想，即使大家的夢想

有不同但都可以加入及結合在一起手拉手、聲聲相呼應及團結一致，共同為著自由的

夢想堅持到底，那就甚麼都不懼怕。從這位小女孩傳來的唱頌，帶給我們成年人世界

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人與人之間十分需要彼此尊重對方的想法及團結一致，以和

平理性及平心靜氣的方式表達意見的道理。 
 
祈願每位香港人在目前的處境下，樂意伸出和平理性及善良友愛的手去修補撕裂

的關係及放下彼此仇恨、憤怒、敵對的情緒，來重建分化了的鄰舍關係，同心為我們

下一代的兒童及青少年締造和善友愛的社區 ! 阿們 !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九年十月六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七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上主臨在於祂的聖所 (國度期 16 頁) ....................... 眾  立 

上主臨在於祂的聖所。× 2 

萬有在主前恭敬、俯拜、靜默。阿們。 

3. 宣召 .............................詩篇 26 篇 8、12 節 (舊約 780 頁) ......................... 眾  立 

8 耶和華啊，我喜愛你所住的殿和你顯榮耀的居所。 

12 我的腳站在平坦的地方，在聚會中我要稱頌耶和華！ 

4. 讚美 ................................... 至高真神 (生命聖詩 14 首) ............................... 眾  立 

1  信徒讚美至高真神，諸天敬奉祂為王； 

天地萬物同聲響應，萬王之王得尊榮。 

聖哉，聖哉，頌讚主名，萬主之主，天軍尊崇， 

讚美昔在今在天父，萬民高唱凱旋頌。 

女聲：2  信徒心中尊主為王，讚美傳揚達四方； 

祭司，門徒，先知應和，主頒獎賞烈士冠。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大地諸天高歌聲震； 

讚美歸於至高天父，讚美歸於永生神。 

男聲：3  美哉基督榮耀君王，天使高聲齊頌唱； 

自卑成人，世間勞苦，憂傷，死亡，祂親嘗。 

主釘十架，救贖功成，罪人得贖，死權消滅； 

天父榮耀高處彰顯，主登寶座掌權能。  (間奏) 

4  主再來臨，大眾冀盼，引領我們跟隨祢； 

擔子輕省，欣然頌讚，因我知曉主旨意。 

主愛看顧，主愛包圍，信實有恆，時刻扶持； 

我主我神恩慈無限，現在將來常蔭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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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當世界還未曾創造 (生命聖詩 17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耶利米哀歌 3 章 19-26 節 (舊約 1228 頁) .................... 眾  坐 

         提摩太後書 1 章 1-2、9-14 節 (新約 331 頁) 

8. 獻詩 ............................. 天父世界 (聖頌選集《5》13 頁） .......................... 詩  班 

9. 奉獻  ................................. Near, Dear Saviour to Thee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哈該書 1 章 1-11 節 (舊約 1427 頁) ......................... 眾  坐 

11. 信息  ............................. 時代的信息—思想你們所做的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1. 17 Franconia .......................................... 眾  坐 

(Blest are the pure in heart) by Cesar Frank (1822-1890) 

2. Jesus sutter pain and death By Gustav Markel(1827-9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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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 21-27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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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7 日(一)為公眾假期，藍田堂暫停開放。 

4) 「兒童主日學師資培訓課程」今日上午 10:30-11:20 在 103 室上堂，已報

名的會眾請留意。 

5) 福蔭團契於 10 月 12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曾令珍姑娘主講：免疫治

療需要的營養，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6) 以諾團將於 10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

主題為「改善記憶—日常生活應用篇」，歡迎 60 歲或以上肢體參加。 

7) 會友大會及 2020 及 2021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7 日早上 10:15 舉行，

請會友準時出席，會友大會議程已張貼於圖書閣對出的間隔上。當天青成

年主日學、兒童詩班練習暫停一次。 

8) 本年度洗禮班於今日在 104 室進行，共六堂，上課時間為是下午 1:00-2:00，

已報名的會眾請留意。 

9) 會友李劉惠珍姊妹(李燕怡執事之母親)安息禮定於 10 月 9 日(三) 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二樓永寧堂舉行。 

10) 會友陳炎鵬弟兄(麥淑容姊妹之家翁)於 9 月 28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 10

月 10 日(四) 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樂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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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Allegro maestoso,Opus 15,no.7 ............................. 眾  坐 

        by Gustav Merkel (1827-85)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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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周鈺貽姊妹 馬君蕙姊妹 周鈺貽姊妹 邱頌詩姊妹 陳　諾弟兄 林湛基弟兄 陳　諾弟兄 繆迺頌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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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 李燕怡執事 張穎明姊妹 康　全弟兄 黃菁菁姊妹 林瑞馨姊妹 高燕麗姊妹 陳拔萃弟兄 鄒小敏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袁麗娟姊妹 周家揚弟兄 李靜賢姊妹 黃寶強弟兄 呂玉潔姊妹 黃家成弟兄 邱頌詩姊妹

當值: 溫燕玲姊妹 莊偉棠弟兄 林志剛弟兄 曾建恆弟兄 陳惠霞姊妹 高燕萍姊妹 呂君達執事 林禮標弟兄

影音: 劉焯凡弟兄 陳卓欣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喜洋弟兄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李燕怡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義妹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梁諾希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信實: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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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鑾鳳姊妹 林溢敏姊妹 黃鑾鳳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趙修培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趙修培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徐保仙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八主日（綠）(10月13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七主日（綠）(10月6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93,292  (包括發展及購堂: $53,340) 上週奉獻總數: $8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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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君思姊妹、陳偉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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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