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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    玩轉 Emoji World---暑期聖經班約定你    》 

      由於上年兒童暑期聖經班因應疫情影響未能預期舉行，相信教會各兒童也過了一

個平靜及居家隔離的悠長假期 ! 有見及此，兒童暑期聖經班籌委會議決於本年度在恢

復了教會實體聚會之後也隨後恢復兒童暑期聖經班，藉此召聚各兒童來教會親近神及認

識福音外，還可以跟身邊的朋友在參與活動過程中，學習認識自己的情緒及重建主內相

交生活，並透過各個活動遊戲療癒及舒展隔離已久的鬱悶及焦慮的情緒。 

      所以兒童暑期聖經班籌委會也一致通過，為貴子女度身訂造了切合時代需要的教

材《玩轉 Emoji World》。這教材套之所以用《Emoji》作為命名由來，是源自於日本; 「E 

=繪圖」「mo =寫文」「ji =字符」。而《Emoji》這英文字更在 2015 年被網上牛津詞典納

入正式用語，並透過 whatapp、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廣泛地使用。事實上

《Emoji》之所以深受大眾廣泛地使用，還是有它的存在價值，尤其是當人用很多平鋪

直述的文字表達時，出現一下 Emoji 表情圖案，確實可以給人提供勝過千言萬語的心情

表達方式，從而豐富了人與人之間的情緒溝通。而且《Emoji》的好處在於無論你是來

自那一個國家、族種及操不同語言，當發信者送出表情圖案，就能讓收信息者容易明白

及理解彼此的心情，為彼此提供了共通的情緒表達語言圖案。此外，《Emoji》表情圖可

以幫助和建立人的同理心，就如經文羅馬書 「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要與哀哭節15章12

這都是神教導基督徒的生活守則，相反神不喜歡基督徒表達一種幸災落禍的人同哭。」

，作為基督徒不該表達、灰心喪志、遭遇患難之時尤其是當人在軟弱跌倒 ;的情緒反應

出如此缺乏同情心的情緒表達。  

      因此本年度兒童暑期聖經班為幫助兒童建立懂得用正面情緒態度去克服自己或

別人所遇見的逆境; 本聖經班將以盼望、喜樂、平安及感恩等主題，然後再整合到聖經

活動教學，讓參加兒童學習倚靠神去面對困境，明白神能將人面對的憂愁變喜樂、失望

中常存盼望、恐懼中變為平安及在抱怨中轉化為感恩。還有今年暑期聖經班也回應疫情

新常態應變措施，倘若在聖經班舉行期間再有限聚令或颱風吹襲時，籌委會也有兩手準

備為各參加者進行視像聖經班，讓參加者仍可安在家中學習神的話。當然各兒童能在教

會一起參加實體聖經班就更開心啦! 因為聖經班會預留了第五天的上午同所有參加者

一齊出外參加以 S.T.E.A.M 主題探索之旅呀! 

      各 位 家 長 及 小 朋 友  ! 《 玩 轉  Emoji 

World》2021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約定你啦 !  

現在已經有得報名啦! 

                                                                        

 

朱美儀姑娘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以西結書 17 章 22-24 節 (舊約 1257 頁) 眾立 

22 主耶和華如此說： 

 「我要從香柏樹高高的樹梢摘取並栽上， 

  從頂端的嫩枝中折下一嫩枝，栽於極高的山上， 

23  栽在以色列高處的山上。它就生枝、結果， 

  成為高大的香柏樹，各類飛禽中的鳥都來宿在其下， 

  宿在枝子的蔭下。 

24 田野的樹木因此就知道是我─耶和華使高樹矮小， 

 使矮樹高大，使綠樹枯乾，使枯樹發旺。 

 我─耶和華說了這話，就必成就。」 

3. 讚美：神火如舌 (普天頌讚 301 首) 眾立 

   1 神火如舌永暢旺，聖靈降臨顯輝煌， 
求祢熾熱淨我心，直到顯彰神愛燄。    

   2 神氣狂風疾若箭，猶如五旬節當天， 
   願祢噓氣居我心，做我能力活泉源。 
詩班:  3 神力承托顯大能，罪惡、憂痛不得逞， 
   堅拒魔鬼眾手段，固我心扉作護防。 
默想：4 神真理彷如刃利，揭露穿透諸隱祕， 
   願得光照羞於罪，導我聖潔路順遂。 
   5 神愛慈恩深莫測，無可限量誠超越， 
   求來澆灌此心田，永作上賓居心間。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聖靈，求降臨 (普天頌讚 308 首) 眾坐 

1 像小鴿子盤旋低唱，像迎風振翅翱翔， 
 像陣大風傳遞動感，像新火燄顯力量：聖靈，求祢降臨！ 
2 使眾信徒互作肢體，使眾葡枝相聯繫， 
 地上教會因信招聚，恩賜標記彰奧祕：聖靈，求祢降臨！ 
 (間奏) 
3 降世醫治傷痛、分裂，嘆息禱聲不休止， 
 厚賜權能、愛心、見證、平安非人間能賜： 
 聖靈，求祢降臨！阿們。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92 篇 1-4、12-15 節 (舊約 856 頁) 

啓：1 這是多麼好啊！稱謝耶和華，歌頌你至高者的名， 
應：2 早晨傳揚你的慈愛，每夜傳揚你的信實。 
啓：3 用十弦的樂器和瑟，用琴優雅的聲音； 
應：4 因你－耶和華藉著你的作為使我高興，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歡呼。 
啓：12 義人要興旺如棕樹，生長如黎巴嫩的香柏樹。 
應：13 他們栽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裏。 
啓：14 他們髮白的時候仍結果子，而且鮮美多汁， 
合：15 好顯明耶和華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無不義。 

 

哥林多後書 5 章 6-10、14-17 節 (新約 274 頁) 

6 所以，我們總是勇敢的，並且知道， 
 只要我們住在這身體內就是離開了主。 
7 因為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8 我們勇敢，更情願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9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或住在身外， 
 我們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 
10 因為我們眾人必須站在基督審判臺前受審， 
 為使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這樣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16 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來認識人， 

 縱使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 

 如今卻不再這樣認識他了。 

17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7. 詩班獻詩：此生屬主 (A&O 合唱曲集〈一〉6 首) 眾坐 

聖潔主，創造人類肺腑與心腸，祢知人心意念， 
祢聽人真摰祈求，祢醫癒、引領我， 
你揀選、施恩愛！聖潔主，我衆今來敬拜祢！  
來敬拜尊崇祢，全能神，讚美袮尊名 ─ 
至聖者，歌頌讚美袮名，呈上所有，歸獻恩主， 
願以此生歸榮於祢！願順命跟主指引， 
因獨有祢曾喚我姓名！ 
求使剛強學習更深愛祢， 
賜信心每天信靠上主！ 
來敬拜尊崇祢，全能神，讚美袮尊名 ─ 
至聖者，歌頌讚美袮名，呈上所有，歸獻恩主， 
願以此生歸榮於祢！ 
來敬拜尊崇祢，全能神，讚美袮尊名 ─ 
至聖者，歌頌讚美袮名，呈上所有，歸獻恩主， 
願以此生歸榮於祢！ 
歸獻恩主， 
願以此生歸榮與祢。 

8. 奉獻：都歸耶穌 (生命聖詩 460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馬可福音 6 章 45-52 節 (新約 63 頁) 眾坐 

45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對岸， 
 到伯賽大去，等他叫眾人散去。 
46 他辭別了他們，就往山上去禱告。 
47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穌獨自在岸上。 
48 他看見門徒因風不順，搖櫓很苦。 
 天快亮的時候，他在海面上走， 
 往他們那裏去，想要超過他們。 
49 但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以為是鬼怪，就喊叫起來； 
50 因為他們都看見了他，甚為驚慌。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放心！是我，不要怕！」 
51 於是他到他們那裏，一上船，風就停了； 
 他們心裏十分驚奇。 
52 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裏還是愚頑。 

10. 信息：走更遠的路 眾坐 

11. 回應：天上父神 (普天頌讚 686 首) 

1 我天父上主，至高主：聽兒女祈求，至高主： 
 主的名為聖，至高主─求主聽禱告。 
2 願父國降臨在地上；願父旨成就在地上； 
 猶如在天上，今在地─求主聽禱告。 
3 賜我日用糧，每一天；求赦免我罪，每一天； 
 如我赦免人，每一天─求主聽禱告。 
4 領我行主道，更堅強；若遇見試探，更堅強； 
 救我脫罪惡，保守我─求主聽禱告。     (間奏) 
5 萬有從主來，全歸主；國度、權、榮耀，全歸主； 
 獻生命、恩賜全歸主─求主聽禱告。阿們。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與主更親近 (生命聖詩 398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聖樂促進會所有，獲授

權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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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陳卓欣姊妹 陳其銘弟兄 連思樺姊妹 陳朝發弟兄 連思樺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鄺淑芬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李燕怡姊妹 林瑞馨姊妹 張慧清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文蓮姊妹 唐建寛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蔡月媚姊妹 譚建偉弟兄 丘嘉敏姊妹 張滿嬌姊妹 辛列卿姊妹 謝月芬姊妹 邱頌詩姊妹

當值: 陳惠霞姊妹 王月珊姊妹 曾建恆弟兄 羅志威弟兄 麥永佳姊妹 甄志賢弟兄 林志剛弟兄 馬君思姊妹

影音: 黃永賢弟兄 陳卓恩姊妹 黃曉媚姊妹 林溢謙弟兄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陳其銘弟兄

執事: 黃佩貞執事 徐俊榮執事 余文耀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楊明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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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　- -　-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　- -　-

讀經: 曾樂兒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　- -　-

司事: 韋樂恩小朋友 呂曦悠小朋友 -　- -　-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李笑歡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笑歡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敬因姊妹 郭小姬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綠）(6月20日)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綠）(6月13日) 



 

 

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

堂聚會。 

2)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6 月 14 日(一)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4) 執事會訂於 6 月 17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

時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5) 2021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7 月 26 至 30 日(一至五)舉行，主

題：「玩轉 Emoji World」名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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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升讀年級），現正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參加之兒童請填

妥報名表格及連同現金或支票$250 交楊婉芳行政主任。截止

報名日期：6 月 27 日，請各家長報名從速。 

6) 會友周秋姊妹丈夫(鄧柏添先生)於 6 月 6 日離世，求主安慰

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