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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尋見忠主託付的事奉者 

 
 本年 7 月尾舉行的一連五天兒童暑期聖經班之「玩轉 Emoji World」在頒獎禮唱

頌的主題曲「人生像過山車穿過太平洋，有高高低低不斷升跌，遇到困境不知怎算， 

像迷宮中找不到出口，但有愛我的主祂滿有能力，在高山低谷保護着我，遇到困境倚

靠着神，與祂同行我不再懼怕……。」之下曲中人散。 
 
 可是在整個兒童暑期聖經班為我們一眾事奉人員留下的感恩日記，還是歷歷在

目，感恩處處; 不論是在聖經班前期的籌備工作，在尋找藍田堂過去十年有參與過

聖經班的各兒童作為宣傳短片製作之際，卻發現一群曾在十年前參與過聖經班的

事奉人員，在那些年的聖經班一直事奉直到如今，已是十多年默默地在聖經班服侍

各兒童，不禁令我敬佩和感動萬分! 曾有人話「陪伴是長情的告白」，我想這群忠

主託付，專心致於一事地服侍暑期聖經班各兒童的委身事奉人員，確實表達出一份

愛主愛人的最長情見證。 
 

此外，在聖經班舉行期間有個別事奉人員相繼背負著親人離世和家人病重，但

仍風雨同路為聖經班親手製作教材和手工材料，這份愛到底的事奉心志是我們一

眾後輩的好榜樣。還有，聖經班在面臨事奉人手短缺之際，神感動著一群家長鼓勵

其中學生子女自動請纓來報名加入事奉隊工，至令今年兒童暑期聖經班的事奉人

員是有史以來中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年，而且喜見這群中學生事奉人員各按各職及

發揮神賜予他們的恩賜愛護服侍各小朋友，緊守崗位帶領各項遊戲，也有些中學生

細心輔導及貼身安慰一些有情緒困擾的小朋友，繪畫出一幅同心合意事奉主的美

麗圖畫。 
 

還有一群剛信主的 DSE 學生是第一次來參加聖經班服侍，她們主動協助各個

教學活動進行，更有些 DSE 學生和中學生本身已找到暑期工，但是她們每天來事

奉時都表達可先來教會事奉完後，下午才回去上班或上課，她/他們這份以神為先

的事奉心志令人鼓舞，她/他們不是關心自己的休息、玩樂及補課時間，反而是將

神的事為念，讓我想起 ，主耶穌在去完聖殿後跟父母失散; 二章四十九節路加福音

主耶穌，結果找到了主耶穌，約瑟和馬利亞焦急地用了三天時間去尋找孩童主耶穌

的確在這五？」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 「為甚麼找我呢？說：隨後對父母

天的聖經班見證著各事奉人員展現出以主為重及以主為先的服侍態度。

 

感謝主! 讓我們在同心合一的事奉上一同成長，分享從神而來的恩典和大能的覆庇，

為福音齊心努力。正如以弗所書二章十節「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

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朱美儀姑娘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34 篇 9-10、14 節 (舊約 789 頁) 眾立 

9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 
10 少壯獅子尚且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 
14 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 

3. 讚美：你當歡欣 (普天頌讚 489 首) 眾立 

1 歡欣，我主為君，你當叩拜至尊！ 
 世人，感謝主恩，凱歌永遠歡欣。  ** 
2 救主執掌權柄，真理、慈愛之神， 
 成就救恩─潔淨，榮登寶座執政。  ** 
3 神國永世光輝，權柄統治天下。 
 地獄、死亡之鑰已交基督執拿。   **  (間奏) 
4 滿心盼望、歡欣：審判之主再臨， 
 引導從主僕人同歸天上家庭。    ** 
 
** 振發你心！提高你聲！歡欣，歡欣，你當歡欣！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將心靈獻給主 (普天頌讚 842 首) 眾坐 

1 恭敬將心靈獻給主，恭敬將心靈獻給主， 
 唱阿利路亞，唱阿利路亞，恭敬將心靈獻給主。 
2 基督降世完成救贖，基督降世完成救贖， 
 唱阿利路亞，唱阿利路亞，基督降世完成救贖。 
3 基督復活，我得釋放，基督復活，我得釋放， 
 唱阿利路亞，唱阿利路亞，基督復活，我得釋放。 
4 因此慶賀上主筵席，因此慶賀上主筵席， 
 唱阿利路亞，唱阿利路亞，因此慶賀上主筵席。 
5 唱阿利路亞頌讚主，唱阿利路亞頌讚主， 
 唱阿利路亞，唱阿利路亞，唱阿利路亞頌讚主。 



 

 

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翰福音 6 章 56-65 節 (新約 150 頁) 

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 
57 永生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怎樣因父活著， 
 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58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吃這糧的人將永遠活著。」 
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裏教導人的時候說的。 
60 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就說： 
 「這話很難，誰聽得進呢？」 
61 耶穌心裏知道門徒為這話私下議論，就對他們說： 
 「這話成了你們的絆腳石嗎？ 
62 如果你們看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會怎麼樣呢？ 
63 聖靈賜人生命，肉體毫無用處。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64 可是你們中間有些人不信。」 
 耶穌起初就知道哪些人不信他，哪一個要出賣他。 
65 於是耶穌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 
 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 

 

以弗所書 5 章 8-18 節 (新約 297 頁) 

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 
 行事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 
9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義、誠實。 
10 總要察驗甚麼是主所喜悅的事。 
11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可參與，倒要把這種事揭發出來。 
12 因為，他們暗中所做的，就是連提起來都是可恥的。 
13 凡被光所照明的都顯露出來， 
14 因為使一切顯露出來的就是光。所以有話說： 
 「你這睡著的人醒過來吧！要從死人中復活，基督要光照你了。」 
15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無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 
16 要把握時機，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17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要被聖靈充滿。 

 

 



 

 

   

 

7. 兒童詩班獻詩：我的燈需要油 眾坐 

1 我的燈需要油，求恩主常賜，使我燈不斷放光芒， 
 我的燈需要油，求恩主常賜，使我發光一直到天亮。 ** 
2 我的心需要主每天賜喜樂，使我心靠主能歡唱， 
 我的心需要主每天賜喜樂，使我歡欣歌唱到天亮。  ** 
3 我的心需要主每天賜平安，使我心靠主能安靜， 
 我的心需要主每天賜平安，使我能安息直到天明。  ** 
4 我的心需要主每天賜仁愛，使我工作服侍他人， 
 我的心需要主每天賜仁愛，使我至終不斷服侍人。  **  
** 唱和散那，歌頌耶穌！歌頌救主作萬王之王！ 
 唱和散那，歌頌耶穌！歌頌救主，我君王！ 

8. 奉獻：Prayer for Unity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8 章 1-14 節 (舊約 691 頁) 眾坐 

1 那日，亞哈隨魯王把猶太人的仇敵哈曼的家產賜給以斯帖王后。 
 末底改也來到王面前，因為以斯帖已經告訴王， 
 末底改跟她是甚麼關係。 
2 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從哈曼取回的，給了末底改。 
 以斯帖派末底改管理哈曼的家產。 
3 以斯帖又在王面前求情，俯伏在他腳前， 
 流淚哀求他阻止亞甲人哈曼害猶太人的惡謀。 
4 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來，站在王面前， 
5 說：「王若以為好，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認為合宜， 

 我若在王眼前得喜悅，請王下諭旨， 
 廢除亞甲人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設謀， 
 要殺滅王各省的猶太人所頒的詔書。 

6 我何忍見我本族的人受害？ 
 何忍見我同宗的人被滅呢？」 
7 亞哈隨魯王對以斯帖王后和猶太人末底改說： 
 「因為哈曼要下手害猶太人，看哪， 
 我已把他的家產賜給以斯帖，也把哈曼掛在木架上了。 
8 你們可以照你們看為好的，奉王的名寫諭旨給猶太人， 
 用王的戒指蓋印；因為奉王的名所寫、 
 用王的戒指蓋印的諭旨是不能廢除的。」 
9 三月，就是西彎月二十三日，當時王的一些書記受召而來， 
 按著末底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語言， 
 以及猶太人的文字語言寫諭旨， 
傳給那從印度直到古實一百二十七省的猶太人，以及總督、
省長和領袖。 



 

 

   

 

10 末底改奉亞哈隨魯王的名寫諭旨，用王的戒指蓋印， 
  交給信差們騎上御用的王室快馬去頒佈。 
11-12 王准各城各鎮的猶太人在一日之內，在十二月， 
 就是亞達月的十三日聚集， 
 在亞哈隨魯王的各省保護自己的性命，剪除，殺戮， 
 滅絕那要攻擊猶太人的各省各族所有的軍隊， 
 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奪取他們的財產為掠物。 
13 這諭旨的抄本以敕令的方式在各省頒佈，通知各族， 
 使猶太人預備等候那日，好在仇敵身上報仇。 
14 於是騎御用快馬的信差奉王命催促，急忙起行； 
 敕令傳遍了書珊城堡。 

10. 信息：用王的戒指蓋印 眾坐 

11. 回應：我們有一故事傳給萬邦 (青年新歌 60 首)  眾立 

1 要向萬族述說震撼故事，讓眾心可歸正悔改， 
滿真理，並憐憫、恩典，這故事滿真理亮光， 
滿安穩、屬天平安。 ** 

2 來向萬族頌唱美妙歌韻，讓眾心可轉向上主， 
這詩歌得勝罪惡、黑夜，粉碎利器，刀劍、利槍， 
破損佩劍與矛槍。  ** 

3 要向萬族述說歡天喜訊，是那高天君尊上帝， 
愛子賜萬民，贖價清付，將那上帝的愛盡顯， 
已將犠牲的愛顯。  **   (間奏) 

4 要使萬族認識救贖恩主，歷遍憂傷，祂甘步往， 
要使眾世人，並各邦族，歸信上帝真確道理， 
臣服主的真理中。  ** 

 
** 黎明會照遍，再不黑暗，期待正午燦爛陽光； 

而基督國度必會降臨，國度真光、愛澤臨。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耶穌珍寶 (生命聖詩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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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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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蘇潔華牧師 蘇潔華牧師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周鈺貽姊妹 區惠娟姊妹 周鈺貽姊妹 區惠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陳迪麟弟兄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李燕怡姊妹 林文蓮姊妹 周寶頤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黃菁菁姊妹 文玉玲姊妹 鄭穎儀姊妹 何少鳯姊妹 譚建偉弟兄 劉惠雯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孔憲榮弟兄 彭秀群姊妹 余文耀執事 麥永佳姊妹 陳惠霞姊妹 招楚筠姊妹 曾建恆弟兄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鍾穎嵐姊妹 陳永祐執事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楊彥君姊妹 冼文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　- -　-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　- -　- 梁穎童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司事: -　- -　- 韋樂恩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温柔: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和平: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綠）(8月22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綠）(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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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讀經計劃《出埃及記》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
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
生活中實踐。 

4) 執事會訂於 8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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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訂於 8 月 22 日上午 10:30 於禮堂舉行「堂會架構重組諮
詢會」，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亦可登入以下連結
https://bit.ly/2VOhKoN 提出問題或建議。當日兒童詩班暫停。 

6)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詳情如下： 

課程題目 世界不像預期時的信心之旅──哈巴谷書解讀 

上課日期及時間 24/8，31/8，7/9（週二，3 堂），晚上 7:30-9:00 

課程導師 黎永明博士（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天道書樓副

總幹事；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上課地點 本堂禮堂 

如弟兄姊妹有興趣報讀，請於以下連結 (環球聖經公會網址) 
報名：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7)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8) 會友丘嘉敏姊妹之母親 (丘韋杏珍姊妹)安息禮定於 8 月 17

日(二)晚上 7:30 在鑽石山殯儀館 407 室舉行，8 月 18 日(三)

早上 9:45 於鑽石山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bit.ly/2VOhKoN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