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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 :   主席 

唱詩 : 因主的名 

雲上太陽 

當轉眼仰望耶穌 

每一天 

 會眾 

 

講道 : 願主的旨意成就徒（徒 21: 1-36） 

選讀經文  (徒 21:10-17)  

 鄺文偉傳道 

回應詩 : 為神上路  會眾 

奉獻 :   會眾 

歡迎 :   主席 

報告 :   牧者 / 執事 

祈禱 :   牧者 / 執事 

     

     

教會牧者 : 彭喜清牧師   翁鏡開姑娘   李友文姑娘   何燕玲姑娘   岑允強傳道 

崇拜時間 
: 早堂 午堂 青少年崇拜 普通話崇拜 

: 主日上午 9 時 15 分 主日上午 11 時 週六下午 3 時 週六下午 6 時 

祈 禱 會 : 每月第二個週三晚上 8 時 

祈 禱 會 教會地址 : 沙田火炭銀禧薈 402 室 

教會電話 : 2691 8105 傳真 : 2691 8108 

電子郵件 : church@yanlamchurch.org 網址 : www.yanlamchurch.org 

http://www.yanlamchurch.org/


【因主的名】曲、詞：西伯 

詩集：共享歌集 01，5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和平之君、

得勝者！地上古今的君王，也折服於

祢面前。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 

全能之主、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令我滿心溫暖。 

全因主的聖名，勞苦可得安靜， 

行走於孤單困惑裡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愁心可得歡樂， 

祈禱的必得勝，我以性命來做證！ 
 

【雲上太陽】(國)  
詩集：讚美之泉 06 - 全能的創造主，18       
 

無論是住在美麗的高山，或是躺臥在

陰暗的幽谷；當你抬起頭，你將會發

現，主已為你我而預備。 
 

雲上太陽，它總不改變， 

雖然小雨灑在臉上，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哈！它不改變。 
 

【當轉眼仰望耶穌】 
詩集：頌主新歌，294 
 

1.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煩？眼前一片

黑暗朦朦？祇要仰望主就得光

明，生命變更自由豐盛。 

2. 主已從死亡進入永生，我們當跟

隨主不渝；罪惡權勢不能再轄

制，因靠主必得勝有餘。 

3. 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專心信靠

萬事安穩，快快傳揚祂全備救

恩，使凡信者不至沉淪。 

副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

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 

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 

【每一天】詩集：詩集：青年聖歌 II，120 
 

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我得著能力

勝過試煉；我倚靠天父週詳的供應， 

我不用再恐慌與掛念。 

祂的心極仁慈無可測度，祂每天都有

最好安排，不論憂或喜祂慈愛顯明， 

勞苦中祂賜安泰。 

每一天主自己與我相親，每時刻賜下

格外憐憫；我掛慮主願安慰與擔當， 

祂的名為策士與權能。 

祂保護祂的兒女如珍寶，祂熱心必要

成全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

何”，這是祂向我應許。 
 

【為神上路】曲：歐陽業俊 詞：游思行 

專輯：天使心２–為神上路，1 
 

懷著信望愛開始踏步，明瞭是難路荊

棘滿佈，抬十架就如高聲宣告， 

毋負祢的徽號。 

前面縱遇見風急大霧，也會想有祢心

聲細訴，人遇挫敗時方可知道， 

孤單裡淚滿途。 

懇請祢大能再造，讓我抵受這煎熬， 

流落困惑裡只有徒勞，太悲傷也會跌

倒。 

[副 1] 

其實我也怕我，有天會蕩失半途， 

要是抬頭望祢，必會看守腳步； 

我為神上路，重要的旅途， 

若信心不退卻，終點終會達到。 

[副 2] 

其實我也怕我，有天會蕩失半途， 

最大仁慈是祢，必會看守腳步。 

我為神上路，銳意走天路， 

若我心堅決進步，始終會做到。 

（若信心不退卻，終點終會～達到） 



講道大綱 

一. 講題：願主的旨意成就 

 

二. 經文：徒 21:1-36，選讀經文 (徒 21:10-17) 

 

三. 主旨：保羅為了主，即使被人捆綁或是死都願意，不跟先知的話去行，

定意上耶路撒冷。 

 

四. 金句：保羅既不聽勸，我們便住了口，只說：「願主的旨意成就，」

便了 (徒 21:14)。 

 

五. 大綱： 

1. 引言 

 

2.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返回到耶路撒冷 (21:1-40) 

 

2.1 保羅乘船往推羅  (21:1-3) 

2.2  第一次勸告及保羅的回應  (21:4-6) 

2.3 保羅到了多利買，再去該撒利亞，就住在執事腓利家  (21:7-9) 

2.4 先知預言  (21:10-11) 

2.5 第二次勸告及保羅的回應  (22:12-17) 

2.6 保羅宣教士述職  (21:18-26) 

2.7 群眾抓保羅和想殺保羅  (21:27-32,36) 

2.8 預言應驗，兵丁把保羅帶往軍營  (21:33-35) 

 

 

六. 回應： 
 

1.  忠主旨意，為神上路。 

2.  回應教會今年主題 : 「接受裝備，同心事奉」，為神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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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填寫 

出入境 / 健康狀況表格，多謝合作！ 

2. 宣教主日 多謝鄺文偉傳道今日蒞臨講道，吳恩恩和吳淇恩姊妹分享見證，並於

午堂崇拜之後主領委內瑞拉短宣分享會，歡迎弟兄姊妹自由參與！ 

3. 聚會提示 香港現正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我們宜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

包括宗教聚會的場所，最近沙田區一間教會確認有確診者曾經參與聚

會，引發我們必須留意個人及公眾衛生安全。有見及此，我們提示弟

兄姊妹必須作出注意和考慮，如果決定出席崇拜聚會，必須嚴格按照

政府和教會的防疫措施，尤其是自行家居隔離的原則。至於決定留在

家中的弟兄姊妹，請保持家庭崇拜，教會將盡量安排崇拜的錄播或直

播給大家。 

4. 崇拜轉播 在疫情期間，弟兄姊妹可能需留在家中，未能出席崇拜聚會，因此教

會將安排直播和錄播主日崇拜聚會，以便弟兄姊妹在家中參與崇拜。 

登記：請提供你的 Facebook 帳號名稱（附封面相照），以便直播小

組核實你的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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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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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再確定日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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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之後，請把曾經使用過的紙巾

或口罩帶走，放入垃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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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減少座位的數量，騰空較多的空間。禮堂前後的側門打開，讓

新鮮空氣流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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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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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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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教會將注意場地的清潔，保持衛生的聚會環境。 

vi. 家居辦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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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同工消息 Ada（堂務幹事）從內地返港，現正在家中自行隔離，健康良好。 

藹芸（部份時間幹事）於 2 月 4-20 日休假。 

7. 環聖課程 教會與環球聖經公會合辦轉化生命查經課程，主題：顛覆帝國的福音

（1）---從羅馬書 1–8 章轉化生命，講員：黎永明博士，日期：21/2、  

28/2、6/3（逢週五晚），時期：7 時 30-9 時 30 分。歡迎報名參加！ 

註：由於疫情，課程是否如期舉行，有待我們與機構確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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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19   8,500    6,000   3,500 5,000 

尚欠  3,527,981 478,500  115,000  11,500 -- 
 

9.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早堂：37 午堂：81 普崇：20 

各項奉獻 主日 /月捐 差傳 

各堂獻金 37,798 100 

記名奉獻 10 人 1 
 

10. 下週安排 聚會 早堂 午堂 

講員 彭喜清牧師 

主席 甄敏清 

司琴 陳嘉璇   梁振江 

和唱 詹春霞   梁宇健 

司事 關秀菁   林麗玲 林文珊  鄭暉怡  盧國洪 

影音 王志堅 劉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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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帶領鄺文偉傳道今日蒞臨講道，吳恩恩和吳淇恩姊妹分享見 

     證，願神激勵我們的心，更多領受神的使命和動力，同心努力成就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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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回教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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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文偉傳道將於 2 月 19 日-6 月 24 日往委內瑞拉短宣 4 個月，請代 

     禱支持他，求神供應經費、健康、靈力，保守人身安全和在港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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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參考資料：https://qrgo.page.link/usQ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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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疫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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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醫療工潮、照顧弱勢群體等等！ 

3. 求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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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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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一間教會曾有確診者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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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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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