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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同心圓–敬拜者使團
曲、詞：馬啟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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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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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是祢恩惠】角聲：心弦接觸，5
萬籟寂無聲，卻見證呼應，
教我領會知道，神同在喚我心靈；
信實達穹蒼，智慧遍天際，
細緻佈下一切，神同在沒法推諉！
高聲讚頌神極偉大精心創世，
這個世間存留原是祢恩惠；
祢顯彰在我心，流露深愛到萬世，
終一生敬拜，我永願為活祭！

【幽谷中的盼望】曲、詞：盧永亨
角聲使團敬拜讚美專輯 9：讓愛留痕

山邊，無花果樹不發旺了，殘留葉絮，
隨風輕飄，葡萄樹未結果，橄欖樹枯
乾了，田地也沒有出糧食了。

即使，羊圈好像荒廢了，羊群未見，
綠草稀少，牛棚全部已空，籬笆被燒
毀了，我仍能靠著神喜笑。
唯祢是我終生拯救，我心中力量，
是我亮光，我的保障，毋須畏懼前途
如何荒涼，唯獨是祢是永久的倚靠，
幽谷中盼望，活在世俗中，
看見祢的恩惠，人生變幻無常，
仍不膽喪，心可堅壯。

【不要憂慮】同心圓專輯：祝福自己，9
曲、詞：馬啟邦（參考經文：太六 25-34）

天空飛鳥，不收不種，你天父尚且養
活牠，野地青草，田園百合，露水般
短暫，祂都悉心裝飾。難道你不比鳥
兒珍貴，愁慮哪可使你的歲月變多，
難道你一生，就是這樣憂慮，吃甚麼
喝甚麼穿甚麼。
副歌：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義，你所
需的都要加給你，明日自有明日的憂
慮風雨，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可夠了。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義，你所
需的都要加給你，明日自有明日的憂
慮風雨，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願你平安】詩集：神大愛，8
曲、詞：鄧淑儀

願主看顧您，願平安歸於您，
願主保守您，一生直到萬代。
願主的福氣傾倒於您，
我的主真的愛您。
願主看顧您，願平安歸於您，
願主保守您，一生直到萬代。
願主的福氣傾倒於您，我的主真的愛
您。我的主真的愛您，
我的主真的愛您。

講道大綱
一. 講題：願你們平安
二. 經文：約 20：19-29
三. 主旨：領受和享受主耶穌所賜的平安，以「願你們平安」慰問和祝福別人！
四. 金句：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
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 14:27）
五. 大綱：
1. 恐懼中的平安（約 20:19-20）
* 願你們平安（v19）
：復活主的心靈呼喚（約 20：19、21、26）
* 七日的第一日：復活節主日（V19）
* 恐懼的不安：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V19、v26）
- 主賜的平安（14：27、16：33；腓 4：6-7；耶 29：11；詩 29：11）
- 世人所賜的平安：世人的祝福（撒上 25：5-6）
、政權的保障（羅馬和
平）
、宗教的保佑、專家的保證、保險、保安（耶 6：14；帖前 5：3）
* 復活主的顯現：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v20、16：22）
2. 失序中的平安（約 20：21-23）
* 願你們平安（v21）
：重新差遣和賦權（約 21：15、太 28：18-20）
* 平安的救恩（約 3：16；賽 53：5；羅 5：1、8-10）
* 平安的福音：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v23）
* 平安的使者：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v21、3:17、17:18）
* 序中得力：你們受聖靈（v22、徒 1：8、太 28：18-20；加 5：22-23）
3. 疑惑中的平安（約 20：24-29）
* 願你們平安（v26）：重新確定信心
* 多馬：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我總不信（v25）
* 不要疑惑，總要信（v27）；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v29）
六. 回應：

1.

藉著祈禱、讀經、安靜、靈修、敬拜親近主，將恐懼、憂慮、失落、疑
惑、小信等不安，交托給神，經歷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2.

主動關心、慰問和代禱，將神的平安和祝福帶給親友！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我們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本堂的網上直播崇拜，請先從教會網頁或
whatsapp 短訊下載程序表，以便大家一起口唱心和，同心敬拜！

2.

暫停聚會

為了預防新冠狀病毒在社區傳播，本堂將繼續暫停全部聚會，直至疫
情減退，到時將另行通告，敬請留意！
如 有 查 詢 ， 請 瀏 覽 本 堂 網 頁 ： www.yanlamchurch.org ； 或 致 電
26918105。

3.

崇拜直播

我們將採用直播的方式進行崇拜，以便弟兄姊妹在家中參與崇拜。直
播時間：主日上午 11 時，停播時間：星期三下午 1 時。
登記：a. 請以此連結︰https://qrgo.page.link/oYRnh ，或搜尋「浸信宣
道會恩霖堂崇拜直播」群組，並選「加入群組/社團」
； b. 請把 Facebook
帳號名稱（附封面相照及 Facebook Link）whatsapp 給牧者，以便直播
小組核實身份，然後安排啟動程序。
保密：我們的直播和錄播內容只供在恩霖堂恆常聚會的弟兄姊妹收
看，由於部份內容可能涉及教會的內部資料及弟兄姊妹的私隱，因此
請勿向外轉發，敬請同心合作！

4.

暫定回應

為了鼓勵弟兄姊妹投入參與直播崇拜及專心聽道，直播小組將暫停群
組的「回應」選項，多謝合作！

5.

出席記錄

直播群組設有「網上崇拜出席記錄」，敬請每週填寫，以便統計出
席人數。至於會員，將可能作為投票資格的確認記錄。

6.

奉獻方法

歡迎弟兄姊妹以郵寄支票或轉賬的方式奉獻。
郵寄支票：抬頭請寫「浸信宣道會恩霖堂有限公司」/「Conservative
Baptist Yan Lam Church Limited」；地址：沙田火炭銀禧薈 402 室。
請勿郵寄現金。
轉賬存款：請把奉獻存入匯豐銀行戶口：浸信宣道會恩霖堂有限公
司，戶口號碼：168-425676-001。請把轉賬收據交給教會（郵寄：沙田
火炭銀禧薈 402 室；電郵：church@yanlamchurch.org；傳真：2691 8108）
，
以作記錄。

提供資料：不論以郵寄支票或轉賬存款的方式奉獻，請提供身份證的
正楷姓名、奉獻用途（十一奉獻、差傳奉獻、神學生奉獻、撒瑪利亞
奉獻、信徒進修奉獻）、聯絡電話，以便記錄及安排收據。謝謝！
7.

分享物資

教會有少量口罩和漂白水，可供弟兄姊妹應急，如有需要，請聯絡
牧者或同工。

8.

家居辦公

在防疫期間，牧者將進行家居辦公，如有需要，歡迎隨時聯絡。

9.

環聖課程

原定於 2 月 21、28 日及 3 月 6 日晚上在本堂舉行的「顛覆帝國的福
音（1）--從羅馬書 1-8 章轉化生命」查經課程，將改於 4 月 3、17、
24 日舉行，敬請留意！

10.聖餐安排

原定於今日舉行之聖餐主日，現受疫情影響，舉行日期容後公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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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聚會暫定期間，請以郵寄支票或轉賬存款的方式奉獻。

12.上週記錄

13.下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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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33

9,100

6,000

3,500

5,000

尚欠

3,474,867

477,900

115,000

11,500

--

出席人數

參加直播人數：122 人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各堂獻金

25,530

100

記名奉獻

7人

1人

聚會
講員
主席

午堂直播
翁鏡閕姑娘
午堂
周鴻斌

司琴
和唱

馮嘉安
許惠娟

影音

李康傑
李康傑

代 禱 欄

一. 敬拜部
1. 直播崇拜：請同心為直播崇拜的安排和效果代禱，求神使用直播小組和敬拜事
奉人員，連結弟兄姊妹同心和誠心敬拜，聽道行道，體驗與神與人
不能隔絕的愛！

二. 行政部
1. 應變安排：求神帶領牧者和執事，因應疫情作出智慧的應變安排，堅固教會和
支援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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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帶領鄺文偉傳道平安到達委內瑞拉，現在留在旅館自我隔離
14 天。求神保守他的身體健康，平安渡過隔離期，展開 4 個月的短
宣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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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播道會教育部：https://qrgo.page.link/usQAq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facebook.com/cefhongkong
lovekid.hk/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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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在疫情中經歷不
能隔絕的愛！
感謝神，上週共有 4 個小組進行 zoom 網上小組聚會。

六. 肢體
1. 請為在醫療界工作的弟兄姊妹代禱，包括達昌、Susana、康龍、思明、Winnie、
文燕、Alex、Barbara、Joyce、彭師母等，求神保護和使用他們！

2. Simon（文宗）持續腹瀉和不適，可能是癌症擴散的病徵，他在星期五開始化
療，維期約 6 個月，請懇切代禱，求神賜福療程的效果，減少不適和副作用！

3. Karrie 上週接受第四針的化療，今週曾經發燒和發冷，求神堅壯她的身心，保
守她的飲食、睡眠和家庭的照顧。

4. 請繼續記念治療癌症的貴強（嬋姐的兒子）
，讓他和家人經歷神的同在和恩典！
5. Nickie 定於 3 月 2 日進行手術分娩，求天父賜平安給姊妹和胎兒！
6. 願神保守 Carrie（家怡）產後的康復，加力給 Victor 照顧妻子和兒子。

七.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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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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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源、抗疫基金、財政預算、照顧
弱勢群體等等！

3. 感謝神已有 10 位患者康癒出院，願神繼續加力及保護前線的醫療人員，讓他們
發揮團結和服務的專業精神，照顧和醫治確診者及疑似患者。

4. 求神保守自行或被強制隔離的人士，讓他們平靜和平安渡過隔離的日子！
5. 請為滯留在武漢和郵輪的港人，求神保守他們身體和心靈的健康，讓他們感受
到家人和外界的關懷，不是被隔絕和孤立！又求神賜下智慧和效率給政府人
員，盡快安排滯留港人回港。

6. 火炭住宅有確診病例和隔離觀察的家庭，求神醫治染病的街坊，保護火炭社區
不致嚴重爆發！

7. 火炭駿洋邨被徵用作檢疫中心，請代禱記念受影響的社區和居民！
8. 請為身處水深火熱的國內同胞代禱，特別記念武漢等重災區，求神醫治和拯救！

八. 祈禱資源
1.

以勒基金
「越過這世代而去」祈禱手冊（堵截新型冠狀病毒）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pass_over_this_generation/conte
nt.htm
「來！為這城禱告」祈禱手冊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come_p
ray_for_our_city/content.html
停一停，想一想「人可以向上帝禱告」祈禱手冊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man_ca
n_pray_to_god/content.html
「作個聰明人」祈禱手冊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be_sma
rt/content.html
「我也可以禱告」祈禱手冊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i_can_p
ray_too/content.html

2.

靈命日糧（以禱告抗疫）
https://traditional-odb.org/pray-for-ncv/

3.

誠心所願（30 位牧者的祈禱）
https://soooradio.net/blog/%e7%89%b9%e5%82%99%e7%af%80%e7%9b%ae%ef%bc
%9a%e8%aa%a0%e5%bf%83%e6%89%80%e9%a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