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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作王】詩集：恩頌聖歌，115    
 

1. 美好腳蹤！登山宣佈喜訊的人

帶來歡樂佳音；傳播平安， 

將救恩大喜訊傳揚：主作王！ 

主作王！祂作王！祂作王！ 

祂作王！永作王！ 

2. 捨棄榮光，祂無佳形美容可誇， 

可吸引人歸祂；被人看輕， 

遭受譏笑、嘲弄、唾罵， 

但王權歸於祂！祂作王！ 

祂作王！祂作王！永作王！ 

3. 被眾壓傷，因我們犯的罪被殺，

代受刑罰鞭打；我們迷失， 

祂捨生親拯救迷羊，將罪孽盡擔

當。祂作王！祂作王！祂作王！ 

永作王！ 

4. 馴如羊羔，祂被牽到屠場宰殺，

默默受刑刀下；盡瘁喪生， 

將祂生命傾倒淨盡，賜罪人重生

恩。祂作王！祂作王！祂作王！ 

永作王！ 

5. 死而復生，充滿威嚴、榮美、 

恩典，復活的主執權！何等的

愛，瞻祂雙足、雙手、肋旁！ 

生命主顯恩光！祂作王！ 

祂作王！祂作王！永作王！ 
 

【直到地老天荒】 

詩集：以利亞 - 耶和華是神，6 
 

神寧願付上一切，棄尊貴賠性命， 

三天以後沒有黑暗，以真理來照亮， 

為我肯犧牲使我困惱變釋放， 

我願頌揚耶和華直到地老天荒。 
 

我要歌聲響四方，來頌讚最美名字， 

就是基督謙卑降世， 

十架釘死只為我罪。 

我要高舉這救恩， 

來述說最美名字， 

但願歌聲中一切美善全屬祢。 
 

天高海闊歌聲都達到， 

祢的恩典使我永遠也宣告， 

無論到地老到天荒都聽到。 
 

【全地至高是我主】 
詩集：全地至高是我主，1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 

並賜下寬容饒恕。 

 

【靠著應許前行】源來有祢，11 
 

撇棄愁悶疑慮，抹去了唏噓， 

重重危難都不感畏懼。 

放棄固執假裝，脫去了捆綁， 

信靠救主，枷鎖被釋放。 
 

主基督賜下了自由， 

恩典豐富定必足夠； 

今抛開背後， 

向面前努力憑信直走！ 
 

祢拖帶並沒放手，一世伴著我走，

恩惠絶沒有保留。 

我相信舊事變新， 

一切順服靠緊， 

因祢萬事也可能， 

靠著應許前行！ 



講道大綱 

一. 講題：復活的信息 

二. 經文：徒 2:22–41、3:12–26 

三. 主旨：確信基督復活的福音，堅固信心，支出能力，轉化生命，活出盼望。 

四. 金句：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徒 4:33） 

五. 大綱： 

1. 復活的見證 （徒 2:22-41、4:32-37、5:1-11） 

a. 彼得的見證 （徒 2:14-42、4:32-37、5:1-11） 

*  見證的使命 （徒 1:8、22、2:32、40、3:15、4:33、5:32、10:39、41、 

13:31、22:15、20） 

*  見證的內容：耶穌是復活的彌賽亞（徒 2:22-41） 

-  引述耶穌的事奉、死亡和復活，顯出神的作為 （2:22-24） 

-  應驗詩篇證明耶穌的復活，乃萬眾期待的彌賽亞 （2:25-31、詩 16:8-11） 

-  應驗詩篇證明耶穌是彌賽亞，高升坐在父神的右邊（2:32-36、詩 110:1） 

-  聽眾的回應（徒 2：37-41） 

b. 福音的內容 （林前 15:1-8、14-15、17-19、30-32） 

*  所信非徒然，人生有意義 

 

2. 復活的盼望（徒 1:9-11、帖前 4:13-18、林前 15:42-44） 

a. 永生：聖徒相聚 

b. 再生：榮耀身體 

 

3. 復活的能力 

a. 得勝死亡（徒 1:24、林前 15:55-58） 

b. 事奉的動力 （徒 4:1-12、林前 15:58） 

c. 轉化的生命：悔改蒙恩（徒 2：37-41、4：1-4）、全人醫治（徒 3：

6-10）、剛強篤信（徒 4：13-14、18-20）、感染生命（徒 4：21、31-33） 

 

六.  回應： 

1. 堅固耶穌是復活主的信念，成為個人信仰的根基，及傳福音的核心信息。 

2. 持定復活的盼望，活出生命的見證，發揮使命群體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歡迎蒞臨，同心聚會，首次蒞臨的來賓，敬請惠賜聯絡資料。 

2. 復活節崇拜 今日是復活節主日崇拜，讓我們一起歡慶及高舉復活的主耶穌基

督，早堂時間：9 時 15 分-10 時 45 分，午堂時間：11 時-12 時 45 分。 

3. 浸    禮 教會將今於今日下午 3 時舉行浸禮，受浸者包括：浸禮：梁月好、

盧家輝（Ray）、鄭暉怡（Denise）、蘇菁敏（Carrie）、林正貞（Tony）， 

請弟兄姊妹踴躍出席，同證主恩！ 

4. 堂慶崇拜 教會定於 4 月 28 日上午 11 時--下午 3 時在「Club ONE 水中天宴會

廳」舉行擴堂 10 周年堂慶感恩崇拜及聚餐，費用：成人$120，長者、 

兒童、學生$50，歡迎到接待處報名參加，同慶主恩！ 

5. 堂慶交通 我們將安排專車接載參加者往返「水中天」，去程上車：10 時 15 分

在禾輋高福耀學校，10 時 30 分在銀禧街市巴士站，回程上車：2 時

30 分，名額：50 人，長者、幼兒、少年計劃的學生優先，請到接待

處報名。另外，私家泊車安排：首 2 小時免費，之後每小時 20 元。 

6. 會員大會 感謝神帥領上週之特別會員大會，同心通過續聘翁姑娘及彭牧師。 

7. 特別奉獻 教會為梁建中師母的醫療費收集特別奉獻，目標：10,000 元，連同

肢體奉獻及教會撒馬利亞基金，合共：37,820 元，已經超越目標。 

8. 旅行活動 長者及婦女牧區將於 5 月 9 日（星期四）)舉行「好鄰舍開心一天遊」

旅行活動，行程：孫中山紀念公園、伯大尼修道院、薄扶林牛棚、

銅鑼灣（中式午餐）、赤枉美梨樓及市集，對象：長者、婦女及親

友，費用：$170，請向李姑娘查詢詳情及報名。 

9. 聖經課程 教會與環球聖經公會合辦「智慧人生之旅--從傳道書轉化生命」查

經課程，日期：31/5--28/6（週五，7/6 放假，4 堂）|晚上 7:30-9:30 

講員：黎永明博士。請預留時間參加！ 

10.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早堂：43 午堂：108 青少：20 普崇：22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撒瑪利亞 

各堂獻金 38,063 400 12,820 

記名奉獻 12 人 3 人                                                                                                                                                                                                                                                                                                                                                                                                                                                                                                                                                                                                                                                                                                                                                                                                                                                                                                                                                                                                                                                                                                                                                                                                                                                                                                                                                                                                                                                                                                                                                                                                                                                                                                                                                                                                                                                                                                                                                                                                                                                                                                                                                                                                                                                                                                                                                                                                                                                                                                                                                                                                                                                                                                                                                                                                                                                                                                                                                                                                                                                                                                                                                                                                                                                                                                                                                                                                                                                                                                                                                                                                                                                                                                                                                                                                                                                                                                                                                                                                                                                                                                                                                                                                                                                                                                                                                                                                                                                                                                                                                                                                                                                                                                                                                                                                                                                                                                                                                                                                                                                                                                                                                                                                                                                                                                                                                                                                                                                                                                                                                                                                                                                                                                                                                                                                                                                                                                                                                                                                                                                                                                                                                                                                                                                                                                                                                                                                                                                                                                                                                                                                                                                                                                                                                                                                                                                                                                                                                                                                                                                                                                                                                                                                                                                                                                                                                                                                                                                                                                                                                                                                                                                                                                                                                                                                                                                                                                                                                                                                                                                                                                                                                                                                                                                                                                                                                                                                                                                                                                                                                                                                                                                                                                                                                                                                                                                                                                                                                                                                                                                                                                                                                                                                                                                                                                                                                                                                                                                                                                                                                                                                                                                                                                                                                                                                                                                                                                                                                                                                                                                                                                                                                                                                                        13 人 
 

11. 下週安排 聚會 29 周年堂慶合堂崇拜 

講員 彭喜清牧師 

主席 羅偉業 

司琴 馮嘉安   李天毅 

伴奏 梁振江   黃逸朗   張展東   許俊傑 

和唱 楊銘基   鍾潔芳   梁臻劭   蔡寶兒 

司事 何有金   甘露薇   朱淑貞   鄧寶琼 

影音 周景良 
 



代 禱 欄 

一 .  敬拜部  

1. 堂慶崇拜：感謝神帶領我們恩霖堂從植堂到擴堂的恩典，願我們存著感恩的心 

     靈參與堂慶崇拜，同頌主恩！願神悅納及保守當日的聚會和聚餐！ 

 

二 .  教育部  

1. 浸    禮：感謝神帶領月好、Ray、Denise、Tony、Carrie 於今日受浸，願神悅 

     納和堅固他們的委身心志，向肢體和親友見證神的恩典。 

2. 兒童天地：感謝神栽培兒童天地的小羊，求神帶領他們經驗更多創意的學習， 

     不斷在真理和愛中成長！ 

 

三 .  團契部  

1. 團契人生：求神深入團契人生相交之旅，凝聚肢體，更新關係，愛中得力！ 

2. 成長計劃：感謝神帶領約 50 位少年人和家長參加下週之堂慶崇拜，讓他們感受 

     教會的崇拜和團契，從而達到生命影響生命，以愛還愛！ 

3. 高考肢體：請繼續代禱記念教會的 DSE 考生，包括德恩、陶陶、嘉善、Janice、 

     Tiffany、Joyce、Sophia、Matthew、Alfred。 

 

四 .  傳道部  

1. 宣 教 士：感謝神帶領蝴蝶和喜陽陽分別完成四年和兩年的宣教使命，願神繼 

     續帶領和加力給她們。 

 

五 .  行政部  

1. 會員大會：感謝神招聚會員出席上的會員大會，同心通過續聘翁姑娘和彭牧師。 

 

 

六 .  肢體  

1. 洪衛悟世伯於上週安息主懷，求神安慰洪伯母、Jessica、Gilford、牧牽、牧彥、 

 佳榮及親友，帶領安息禮拜的籌備安排。 

2. 請繼續為 Nicole（患椎間盤突出及脊椎退化）及其他患病的肢體和家人代禱！ 

3. 梁朱有蘭師母的 20 萬醫療費已經籌足，我們為此感恩，願神報答愛心奉獻的肢 

 體，繼續祝福梁師母的身心康復，並加力給梁牧師兼顧教會事奉及照顧師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