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堂堂務報告
1. 教會及宣教祈禱會今天午堂崇拜後緊接舉行，並會提供直播，時間約30分鐘。
2. 本週程序表附有堂主任家書，使用電子版程序表的弟兄姊妹請到教會網頁下載。
3. 1月2日(日)為聖餐主日，如參加直播崇拜的弟兄姊妹請按早前的指引預備餅及杯或向
教會辦公室預約領取聖餐套裝。
4. 本堂會友霍崔龍嬰姊妹12月1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定於12月29日(三)晚上7:30假萬國
殯儀館303室舉行，弟兄姊妹可到場予以慰問。
5. 2022年1月8日(六)將舉行領袖日，時間︰早上10:00至下午4:00 (暫定)。早上“知己知彼”
溝通工作坊(中國神學研究院負責)，下午領袖交流聚會(王利民牧師、姚學良牧師)，請
各執事、導師、組長預留時間出席及向辦公室報名。
6. 本堂於2022年1月將會開辦為期10堂的「Alpha親子教育課程」(5/1-23/3 逢星期三晚，
2/2及9/2暫停)，詳情及報名連結已發放給各組長，查詢請與關卓凌傳道聯絡。
7. 會友大會將於3月20日(日)下午舉行，如會友提名新一屆執事候選人，需具函於12月31
日(五)或以前向執事會提名，由執事會通過接納後方為候選人。(註：a.提名者需要獲
被提名之會友書面或口頭同意，才可提交名單與執事會審議，否則無效。b.獲提名候
選人需年滿21歲並成為本堂基本會友三年或以上，及符合播道會執事資格。詳情請參
閱播道會典章及則例)。
8. 實體崇拜聚會：早堂(9時30分)、午堂(11時正)成人崇拜名額每堂150人(午堂會提供直
播(直播連結將透過 whatsapp 群組發放及刊登於本堂網站上)；幼童崇拜及兒童崇拜
(11時正)，名額：幼崇25人、兒崇50人。所有聚會需要實名報名參加(場地要求：中文
全名，如未曾在創世基殿參加本堂崇拜請提供聯絡電話，14日內工作地方或居住大廈
有確診者不能參加實體崇拜，獲認可檢測並獲陰性報告者除外)。
9. 為保障會眾健康及防範疾病傳播，凡進入本堂堂址聚會需要戴上外科手術口罩、接受
體溫檢測、消毒雙手及填寫登記表，直至另行通告。如發現自己或家人患上呼吸道感
染病徵，請就診及留在家中休息。

崇拜聚會人數
12月19日
早堂崇拜 63 (4)
午堂崇拜 69 (2)
網上直播午堂崇拜 44 (崇拜遲到人數)
幼兒崇聖誕親子聯歡會 幼崇 4 兒崇 23 家長 22
英語崇拜 13
網上直播英語崇拜 50 (本地15 海外35)

2021 年 12 月 26 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藍田福音堂
教會遠象
在藍田區建立造就門徒的教會，
在每座大廈設立牧養小組，使本區居民得福音見証，
蒙基督和平之君的祝福。

堂址：九龍觀塘成業街 7 號
寧晉中心 30 樓 H 室
崇拜地點：牛頭角鴻圖道 1號地下
創世基殿
電話：2709-0439
網址：www.lamfook.org

中學成長小組 (1/1)
暫停聚會

歡迎問安
家事分享

主日崇拜 (2/1)
講員：李成傑傳道
講題：恩典在命運之上
經文：以弗所書1 章1-14 節

讚美
每天要感謝 一首讚美的詩歌 我主必保護你 頌讚主的愛

牧禱
主席：林美梅(早堂)
領詩：黃炳信
司事：梁郭麗萍、陳志明
李龍世釧

奉獻祈禱
金句及讀經

主席：葉黃燕雯(午堂)
領詩：黃炳信
司事：張梁寶玉、劉潘艷娟
鄺潔兒

講道：神和人對他的喜愛
撒母耳記上 2 章 18-26 節
感恩見證

兒童崇拜 (2/1)
小組時間

祝福
早堂
主席：黃梅曉心
講員：關卓凌傳道
領詩：關健濂
直播： /
司事：阮何玉儀、黃玉蓮
黎蕭景玲、曾百蓮

幼童崇拜 (2/1)
主題：耶穌獨留聖殿
講員：羅陳瑞芬

午堂
孫子添
關卓凌傳道
關健濂
張觀清
莫姚綺雯、湯鈞健
姜吳鳳娟
公

開

聚

會

主日成人崇拜：早堂 9:30-10:30
兒童崇拜：主日早上11:00-12:30 (小一至小六)
主日成人崇拜：午堂 11:00-12:30
幼童崇拜：主日早上11:00-12:30 (K.1-K.3)
英 語 崇 拜：主日下午1:30-3:30
中學成長小組：周六下午3:30-5:30 (中一至中六)
*未得本堂堂主任書面同意，不得攝影、錄音、錄影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轉載藍田堂聚會及網頁內容 *

講題：神和人對他的喜愛
經文：撒母耳記上 2 章 18-26 節
大綱：
1. 人在掙扎中獻上，神在困難中眷顧

教會異象及本年度目標
～ 銳意門訓 • 進駐校園 ～
～ 紥根永恆 • 把握時機 ～
祈禱備忘（2021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 月 1 日）
祈禱事項
為教會 ∕ 世界祈禱：
1. 求主保守在疫情影響下的基層人士，使他們能夠得到適切的幫助。
職青區：
1. Kathleen Yu 將接受電療醫治癌症，請記念姊妹整個治療過程順利。
婦女區：
1. 感恩最近主吸引了好幾位未信的街坊來跳讚美操，求主带領及教導整個隊
工能作美好的見證、關愛及祝福她們，讓她們能夠親身經歷神的慈愛，願
意尋找神、認識神，成為她們生命的救主。

2. 人在罪惡中無悔，神終必施行審判

校園事工：
1. 求主透過 12 月 27 日喜樂團契的實體聖誕聯歡會，讓導師與家長及學生建
立良好的關係，能傳遞上帝的愛和福音給每個家庭。
2. 祝福家長講座，讓家長懂得如何建立孩子的正能量。
為患病者祈禱：
李惠玲 (Kitty Wan 奶奶)、何諫瑤 (Julie 奶奶)、溫潔玲 (Kitty)
余健德 (Kathleen)、David (陳美如丈夫)
本月份金句
天使說：不要怕！看哪！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於萬民的：今天在
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章10-11節
讀經時間表

小組討論問題：
1. 你與神的相遇、互動是怎樣發生的？你們一起經歷了什麼事，以致你認定祂
是你終生的主？
2. 你有沒有很疼愛的人（尤其親人）或關係，是很難向主獻上的？為什麼？
3. 對於所疼愛的人（尤其親人），看見他們活在罪中，你有什麼感受？會怎麼
辦？

26/12 (日)

27/12 (一)

28/12 (二)

29/12 (三)

30/12 (四)

31/12 (五)

1/1 (六)

啟 4-6

啟 7-9

啟 10-13

啟 14-16

啟 17-19

啟 20-22

太 1-3

1 月講道主題：生命深度行 — 靈命成長
1月2日
李成傑傳道
1月9日
Pastor Sonia
1 月 16 日
陳華昌牧師
1 月 23 日
李成傑傳道
1 月 30 日
黃昊哲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