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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縄愛索】詩集：神大愛，2 
 

來到祢的寶座前， 

我舉起雙手讚頌， 

祢配得一切榮耀尊貴，  

祢是王掌管明天。  
 

 

 

來到祢施恩座前， 

我將我的心奉獻，  

惟獨祢愛我天天不改變， 

奇妙救主我永屬祢。 
 

 
 

慈繩愛索緊緊索引我， 

為我捨身背起我罪， 

護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  

在主裏能得安穩。 
 

 

 

我願一生歇力同行， 

讓我的心每天讚頌， 

徬徨人生不擔心， 

因有祢伴我行， 

靠着祢能走出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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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詩集：頌樂樂，39 
 

1.  感謝神賜我救贖主， 

 感謝神豐富預備，   

 感謝神過去的同在， 

 感謝神主在我旁，   

 感謝神賜溫暖春天， 

 感謝神淒涼秋景，   

 感謝神抹乾我眼淚， 

 感謝神賜我安寧。 
 

 

2. 感謝神禱告蒙應允， 

 感謝神未蒙垂聽， 

 感謝神我曾經風暴， 

 感謝神豐富供應， 

 感謝神賜我苦與樂， 

 在絕望裡得安慰， 

 感謝神賜無限恩典， 

 感謝神無比慈愛。 
 

 

3. 感謝神賜路旁玫瑰， 

 感謝神玫瑰有刺， 

     感謝神賜家庭溫暖， 

     感謝神有福盼望， 

     感謝神賜喜樂憂愁， 

     感謝神屬天平安， 

     感謝神賜明天盼望， 

     要感謝直到永遠。 
 

【三一頌】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 

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 

同心讚美父、子、聖靈。 

阿們。 
 



講道大綱 

一. 講題：恆久在神的恩中 

二. 經文：徒 4：33、11：23、13：43、14：17 

三. 主旨：教會是蒙恩得救的群群，並常在生活中經歷、分享及見證神恩， 

更務要恆久在神的恩中。 

四. 金句：二人對他們講道，勸他們務要恆久在神的恩中。(徒 13：43 下) 

五. 大綱： 

1. 眾人也都蒙大恩（徒 4：33） 

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 

 

2. 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 （徒 11：23） 

他到了那裡，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

靠主。 

 

3. 務要恆久在神的恩中 （徒 13：43） 

散會以後，猶太人和敬虔進猶太教的人多有跟從保羅、巴拿巴的。

二人對他們講道，勸他們務要恆久在神的恩中。  

 

4. 常施恩惠 （徒 14：17） 

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

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 

 

六. 回應： 

1. 經歷神恩：回顧 2019 年，數算你曾經歷神的恩典，記念和感謝神！ 

2. 分享神恩：回想自己白白領受神的恩典，從而甘心樂意分享和奉獻！ 

3. 見證神恩：從心而發，勇於向人見證神的恩典，榮神益人！ 

4. 恆在神恩：迎接新一年的目標和挑戰，務要恆久在神的恩中，深信神

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神的恩典必定足夠及超越各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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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崇拜 今日是聖餐主日暨年終感恩崇拜，早堂時間：0915-1045，午堂時間：

1100--1300，敬請預備心靈，記念恩主，同心以感恩為祭獻給神！ 

3. 感恩見證 我們設有感恩見證的時段，歡迎弟兄姊妹分享見證，每人限時 3 分

鐘，敬請坐在前排的座位，以便順序流暢進行分享。 

4. 感恩奉獻 感謝神從歲首到年終的恩典，願我們甘心樂意獻上感恩奉獻，回應

及報答神向我們所賜的一切厚恩！ 

5. 午餐愛筵 今日午堂崇拜之後，我們將舉行午餐愛筵，歡迎弟兄姊妹一起用膳。 

6. 浸    禮 感謝神，我們將於下日下午 3 時舉行浸禮，受浸肢體包括：梁麗儀

（Yoki）、沈文宗（Simon）、陳詠潔（Agnes）、何家舜，誠邀弟兄

姊妹一起出席，同頌主恩！  

7. 兒童詩班 兒童詩班（初小級）現正招募明年的參加者，導師：馮麗卿老師，

誠邀家長鼓勵子女參加，藉此讓孩童從音樂中學習敬拜和服事。 

8. 浸宣課程 浸宣恩典聖經神學院舉行「舊約神學」及「宣教學導論」課程，請

踴躍報名參加，本堂肢體可獲優惠收費，歡迎向彭牧師查詢及報名。 

9. 奉獻目標 今年尚有「年度奉獻」和「差傳奉獻」仍未達標，請同心邁向目標。 

歡迎轉賬奉獻，匯豐銀行戶口：浸信宣道會恩霖堂有限公司，號碼：. 

168-425676-001。請把轉賬收據交給幹事同工，以便記錄及安排收據。 

項目 年度 差傳 神學生 撒馬利亞 信徒進修       

目標  3,700,000  405,000  183,000  10,000 5,000       

累計 3,575,701  310,260  219,200  12,500 7,500       

尚欠 124,299  94,740  --- ----  ---       
 

10.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早堂：43 午堂：119 普崇：24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差傳 

各堂獻金 31,334 3,500 10,000 

記名奉獻 9 人 3 人 3 人 
 

11. 下週安排 聚會 早堂 午堂 

講員 彭喜清牧師 

主席 羅莘桉 

司琴 梁振江 

和唱 鍾綺明   王思明 

司事 關秀菁  林麗玲  鄧佩華  馮儉強  羅劍屏

強 羅劍屏(Clara) 

鄧佩 

影音 王志堅 李康傑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年終感恩：感謝神帶領教會和弟兄姊妹經過 2019 年，彼此相愛，愛中得力！  

2. 奉獻目標：感謝神的供應，我們只餘「年度奉獻」和「差傳奉獻」仍未達標， 

     求神激發我們的感恩和奉獻心志，同心邁向奉獻目標，使神家有糧！ 

 

二 .  團契部  

1. 愛心行動：感謝神帶領我們上週的捐血活動、耀能宿舍探訪、火炭報佳音，將 

     聖誕的平安、快樂、關愛和盼望，帶給社區！ 

2. 少年計劃：感謝神帶領第一屆少年成長計劃，凝聚參加者和家長出席昨日之年 

  終慶祝會。願神祝福第二屆成長計劃的招募進度。 

 

三 .  敬拜部  

1.  兒童詩班：感謝神培訓兒童詩班，願更多家長和孩子參加，學習敬拜和事奉！  

 

四 .  教育部  
1. 浸宣課程：感謝神開展浸宣恩典聖經神學院，願神招募信徒報讀 1 月份的「舊 

     約神學」及「宣教學導論」課程，茁壯靈命！ 

 

五 .  傳道部  

1. 喜 陽 陽：感謝神帶領喜陽陽融入新工場的團隊，願神藉此優化學校的素質。 

2. 台灣短宣：感謝神帶領 Jacky 參加台灣短宣，願神加力給他準備行程。 

 

六 .  肢體  

1. 沈文宗弟兄（Simon）於 2015 年初確診患上腸癌第四期，而且癌症相繼擴散至 

 其他的器官，直到現在先後接受 7 次大小手術及 11 次化療。即便如此，他仍堅 

心信靠主，並於今日受浸。求神悅納和保守弟兄，讓他與妻子 Yoki、兒子勁朗

經歷神的恩典足夠他們一家所需用！ 

2. 請繼續代禱記念 Karrie 和 Simon 一家、文欣和家人、周伯母、貴強、Carrie、 

 Nickie。又願神特別眷顧教會的長者、兒童和長期病患者的健康！ 

3. 願神祝福回港及外遊渡假的弟兄姊妹，享受家人和肢體的關係，愛中得力！ 

 

七 .  社會  

1. 請繼續代禱守望香港，願神的公義、仁愛、和平、恩典格外臨在我們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