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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國) 
詩集：讚美之泉 08 - 讓愛走動，34 
 

在無數的黑夜裡，我用星星畫出祢， 

祢的恩典如晨星，讓我真實的見到

祢。在我的歌聲裡，我用音符讚美祢，

祢的美好是我今生頌揚的。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

穌，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

主耶穌。走在高山深谷，祂會伴我同

行，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 
 

【主禱文】曲、詞：馬啟邦 
同心圓–敬拜者使團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榮耀遍全地， 

在禱告良辰，靜觀祢的美。恬靜， 

我沉默主座前，毋用多片言，在禱告

前，祢已清楚我需要。求賜我信心的

眼睛，風暴裡仍舊恬靜，全獻我順服

的心靈，由祢全權來帶領。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 

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

免去人的債。*(我們在天上的父，願

人都尊祢名為聖！) 

今日，我求問主的國，求問主的義， 

王的旨意，如陽光遍地彰顯。不叫我

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國

度權柄榮耀，全屬祢直到永遠。 
 

【晴天雨天】詩集：TBM04 讓夢兒飛 

曲、詞：Milk@TBM 
 

望見天空蔚藍如詩，清風送上笑臉引

牽，各樣美善，滲在眼簾， 

領略到神伴我身邊。 

也許一天密雲驟變，天空蓋上暗淡襯

衣，偶爾發現，葉散落腳前， 

淚像雨灑幾遍。 

副歌： 

回到夢裡尋，尋找那足印，神卻未應

許全沒苦困，但每遇上悲，也會抱我

起，神應許說寸步也不離。 

誰會伴我行，雷雨漸走近，神定會保

守我前行，深觸我心，迷霧裡不再問

原因，一心交託前行。 
 

望向天空白雲漸見，清風悄悄送別雨

天，快樂有時，靜默有時， 

記住那雙足印。 
 

【陶造我生命】詩集：頌樂樂，62 
 

神願祢來陶造我，使我在靈裡果子更

多。奇妙聖靈，請將心窩潔淨， 

剔出污穢願能成聖。 

恩主我求能像祢，心內柔和與謙卑。 

憑熱愛熱誠感染萬千生命， 

彰顯美善靈性。 
 

【我們呼求】(國) 

讚美之泉 12 –永遠尊貴、最珍貴的角落，25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以禱告尋求祢

面。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定意單單

跟隨祢。 

1. 主我們是屬祢的子民，求賜下父神

的心。我們要回轉向祢父神，也要

看見復興。 

2. 主我們國家是屬於祢，求祢來掌管

全地。願祢來憐憫醫治這地，榮耀

再次降臨。 

我們呼求祢阿爸父，設立祢寶座在這

地；祢必睜眼看側耳垂聽，奉主名的

呼求，萬民都要來敬拜祢，榮耀高舉

祢的聖名；復興這地，全能的君王，

我們歡迎祢。 



講道大綱 

一. 講題：轉向 
 

二. 經文：亞 1:1-6 
 

三. 主旨：透過撒迦利亞先知的提醒，讓我們理解復興教會，裝備信徒事 

      奉的首要事項是轉向上帝，信徒的心轉向上帝。 
 

四. 金句：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轉向我， 

我就轉向你們。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願主耶穌基督的恩 

惠，上帝的 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亞 1:3) 
 

五. 大綱： 

1. 人的轉向 
 

- 轉離上帝的原因 – 像祖先一樣，過邪惡的生活（亞 1:2） 

- 轉離上帝的後果 – 令上帝發怒 （亞 1:2） 

- 轉向上帝的原因 – 學習順從上帝 （亞 1:4） 

- 轉向上帝的步驟 – 研讀上帝的話，實踐上帝的話 

 

2. 上帝的轉向 
 

- 以祂的話引導人 – 上帝早已傳達祂的說話和律例予人（亞 1:6） 

-  按人的行為回應人 – 祝福？自食苦果？ （亞 1:6） 

 

 

六. 回應： 
 

1. 過去半年的社會動盪，今天的疫症出現、散播，當中很多是人的罪促

成的，人需要認罪悔改。人需要回轉、轉向上帝，願我們肯花時間讀

聖經、實踐聖經所講的，活出好見證，使教會興旺，成為明亮的燈台，

祝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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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主日 鄺文偉傳道將於 2 月 9 日蒞臨講道，並於午堂崇拜之後舉行委內瑞拉

短宣分享會，由委內瑞拉的信徒分享當地的需要，歡迎自由參與。 

3. 同工消息 感謝神帶領岑允強傳道於 2 月 1 日上任，我們歡迎他加入恩霖堂。 

Ada（堂務幹事）上週從內地返港，健康良好，現正在家中自我隔離。 

4. 防疫措施 我們正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的威脅，為了保障大家的健

康，教會將採取以下的防疫措施： 

i. 聚會安排： 

a. 普通話崇拜：照常聚會。 

b. 主日崇拜：照常聚會。 

c. 青少崇拜：2 月 1-15 日暫停聚會。 

d. 暫停聚會：主日學、小組、詩班、祈禱會、受浸班、少年成長計 

劃。 

e. 分流聚會：鼓勵弟兄姊妹參加早堂崇拜，增加午堂的座位空間。 

ii. 衛生措施： 

a. 教會的接待處放有潔手液，請先潔手，然後進入教會，暫停握手

問安。 

b. 兒童須接受免接觸的量度體溫，然後進入教會。 

c.  若有咳嗽、流鼻水、打噴嚏、發燒等徵狀，請盡快看醫生，留在 

家中休息。 

d.  出席聚會，必須佩戴口罩。 

e. 聚會之後，請把曾經使用過的紙巾或口罩帶走，放入垃桶。 

f. 增設副堂：由於主日學暫停，鏡房（1、2 號課室）將用作崇拜

副堂，供需要照顧孩子的弟兄姊妹崇拜。 

g. 減少座位的數量，騰空較多的空間。 

h. 禮堂前後的側門打開，讓新鮮空氣流通。 

i. 不派發聖經及程序表，減免接觸 （將以投影及網頁等媒介方式

發放教會消息）。 

j. 請家長協助孩子進行以上措施。 

 

 



iii. 自我隔離： 

a.  按照政府的防疫措施，曾經到訪內地的弟兄姊妹須留家自我隔離

14 天，暫時請勿出席聚會。 

b.  往返中港工作的弟兄姊妹，或有家人往返中港的弟兄姊妹，請留

家自我隔離，暫時請勿出席聚會。 

c.  首次參加聚會的來賓，請填寫出入境及健康狀況問卷。 

iv. 家庭崇拜：未能出席教會崇拜的弟兄姊妹，請在家舉行家庭崇

拜，或採用網上的敬拜媒體。 

v. 場地清潔：教會將注意場地的清潔，保持衛生的聚會環境。 

vi. 家居辦公：牧者和同工將盡量進行家居辦公，如有需要，請直接

致電聯絡。 

5. 奉獻目標 教會今年的奉獻目標如下，請同心奉獻，使神家有糧，發展聖工。 
 

項目 年度 差傳 神學生 撒馬利亞 信徒進修 

目標  3,800,000  487,000  121,000  15,000 5,000 

累計   234,221   8,500    6,000   3,500 5,000 

尚欠  3,565,779 478,500  115,000  11,500 -- 
 

6.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早堂：40 午堂：54 普崇：20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信徒進修 

各堂獻金 86,460 17,800 3,000 3,000 5,000 

記名奉獻 15 人 6 人 3 人 3 人 2 人 
 

7. 下週安排 聚會 早堂 午堂 

講員 鄺文偉傳道 

主席 劉玉芬 

司琴 岑慧莊   簡國衞 

和唱 楊銘基   王思明 

司事 甘露薇   鄧佩華 陳紀良   周靄明 

影音 何少芬 周景良 
 

 

 



代 禱 欄 

一 .  敬拜部  

1. 聚會措施：求神帶領我們適應教會的防疫措施，保守我們平安和專心敬拜， 

     更加經歷神的同在及弟兄姊妹的同心！ 

2. 宣教主日：請為下週講員鄺文偉傳道和分享嘉賓代禱，願神激勵我們的心，更 

     多領受神的使命和動力！  

 

二 .  行政部  

1. 記念同工：求神幫助岑允強傳道適應教會的事奉；又願 Ada 適應家居隔離；並 

     且記念牧者在家辦公的安排。 

 

三 .  傳道部  

1. 喜 陽 陽：喜陽陽回港渡歲，願她享受與家人和肢體共聚，身心重新得力！  

2. 委內瑞拉：鄺文偉傳道將於 2 月中往委內瑞拉短宣 4 個月，請代禱支持他！ 

 

四 .  教育部  

1. 適應停課：由於主日學暫時停課，求神幫助孩子和家長適應，停課不停學，創 

     意和靈活地進行家庭親子崇拜。 

 

五 .  團契部  

1. 保持相交：雖然小組暫定有型的聚會，願神啟發我們的創意，善用網絡媒介， 

     保持相交，互相支持，同心同行，愛中得力，面對逆境！ 

             

六 .  肢體  

1. 感謝神保守 Carrie（家怡）於 1 月 30 日平安誕下男嬰，願神祝福他們的家庭！ 

2. 請繼續記念另一位懷孕的姊妹 Nickie，及治療癌症的 Simon（文宗）、Karrie、 

 貴強（嬋姐的兒子），讓他們和家人經歷神的同在和恩典！  

 

七 .  社會  

1. 我們正面對武漢肺炎的威脅，願神喚起信徒，謙卑和同心禱告，尋求神的面， 

 回轉和更新，活出剛強壯膽，滿有平安、喜樂、盼望和關愛的信仰！ 

 願香港政府臨危不亂，發揮智慧和能力，貼近民心，善用資源，有效施政，包 

 括防疫政策、出入境管制、口罩供應、化解醫療工潮、照顧弱勢群體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