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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允強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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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 請以郵寄支票或轉賬奉獻  會眾 / 執事 

報告 :   牧者 / 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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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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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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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曲 / 詞：鄧淑儀 

詩集：我是泥土，3 
 

耶穌，耶穌，天下萬有都宣告。 

聖哉！聖哉！聖哉！ 

聖哉！聖哉！聖哉！ 
 

祢是神，萬有的主宰，除祢以外別無

救贖。祢是王，榮耀的君王， 

和撒那歸於至高處。 
 

【耶和華坐著為王】(國) 
詩集：讚美之泉 10–單單只為祢     

曲：游智婷   詞：盧靜雯      
 

耶和華坐著為王，洪水氾濫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耶和華坐著為王，狂風巨浪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副歌：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祢的榮耀高過

諸天。我讚美祢，主耶和華， 

唯有祢，祢的名被尊崇。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祢的榮耀高過

諸天。我讚美祢，主耶和華， 

祢的榮耀充滿在天地之上。 

過門： 

耶和華必賜力量，耶和華必賜平安；

我從深處求告祢，祢聆聽。 

耶和華必賜力量，耶和華必賜平安；

因祢豐盛的救恩我仰望祢。 
 

【必得見光】詩集：在祢寶座前，17 

曲、詞：袁卓瀚 B Carr Yuen 
 

根本我不配，祢卻應允我， 

將一切交托，神必庇佑我，必得見

光！眼未曾可看見的，耳未曾可聽到

的，祢大能已成就一切！ 

超過所想所求，主祢常攜著我手， 

再軟弱都不放手，危難裡扶持著我

走！超過所想所求，主祢常攜著我

手，祢是神超過萬有，全能上帝， 

祢是我的拯救，是我所有！ 
 

【這是天父世界】 
詩集：生命聖詩，512 

 

1.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靜聽，

宇宙唱歌，四圍響應，星辰作樂

同聲。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

安寧，花草樹木，穹蒼碧海， 

述說天父奇能！ 

2. 這是天父世界，群鳥歡唱齊鳴，

清晨明亮，百花美麗，證明創造

精深。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

萬千，風吹草聲，知祂經過， 

隨處能聽祂言。 

3. 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遺忘，

黑暗勢力雖然猖狂，天父卻仍作

王。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

傷，天父是王，宇宙同唱， 

祂治萬國萬方。 
 

【願祢國度降臨】 
詩集：無言的讚頌，12 
 

永久不變萬千世代，仍然無更改， 

神國度到永久，遠超過在這世上， 

無論何權柄，神寶座在至高處。 
 

縱使黑暗遮蔽你面，但祢寶座終不改

變，榮耀定再彰顯於世界。 
 

願祢國度降臨！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久；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直到永永遠遠。 



講道大綱 
 

一. 講題：逆境中的信心 

二. 經文：可 4：35–41；詩 121：2–8、16：8 

三. 主旨：從門徒與創天造地，平靜風浪滿有大能的主之結連，檢視今天信

徒的抗逆/抗疫及抗壓之能力，並透過主的話語，神的臨在，從而

緊握上帝的應許—信望愛；堅固每一個人的信心，跨勝世界， 

逆境自強。 

四. 金句：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 

（詩 16:8） 

五. 大綱： 

1. 門徒跟隨主（可 4:35-36） 

毋忘起初的信心   

2. 信心受磨練（可 4:37-38、詩 121:2-5） 

2.1 困境中的兩難間（可 4:37-38） 

2.2 困境中得到保護（詩 121:2-5） 

3. 信心得堅固（可 4:39-41） 

逆境前後的反思 

4. 總結︰（詩 121:6-8） 
 

六. 回應： 

在疫情向全球蔓延、世界經濟下滑中，香港社會充斥著許多公司的倒閉

潮、裁員、減薪及或員工被要求放無薪假期之陰霾下，而所涉及的行業及工

種之層面，越來越廣，有些更是鮮為人知的。當許多人開始感到無奈、迷失，

甚至沮喪的時候，或許基督徒也會愆生失落及失望的情緒。 
 

   當安逸的生活好像是一步一步遠離自己，在眾多不確定之因素、不明朗

的前景下，茫茫前路，荊棘滿途，您怎樣面對及勝過呢？這個是最壞的時候，

也可能是最好的時候；反省自己的專注與相信，在生命裡，能夠幫助您繼續

過著滿有平安喜樂的生活，您可以全然倚靠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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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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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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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分享物資 浸宣教牧同工會舉行抗疫物資收集，用來供應給有需要的堂會（觀

塘區、竹園區、屯門區的基層對象），歡迎弟兄姊妹奉獻口罩（成

人、小孩裝皆需，獨立包裝更佳）及搓手液（大小裝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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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址續租 感謝神帶領教會已完成堂址續租協議，願神激勵弟兄姊妹在未來三 

年再接再厲，同心事奉，建立神家，服侍社區，廣傳福音。 

 

10. 裝修工程 教會的辦公室現正進行裝修工程，場地暫時不便使用，敬請留意！ 

 

11. 環聖課程 本堂與環球聖經公會合辦「顛覆帝國的福音（1）－ 從羅馬書 1-8

章轉化生命」查經課程，日期：4 月 3、17、24 日，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9 時 30 分，講師：黎永明博士，費用：自由奉獻。如果疫情許

可，歡迎弟兄姊妹躍躍報名參加！ 

  

12. 角聲詩班 角聲使團將於 6 月 14 日舉行 25 週年敬拜音樂會（香港站），時間：

下午 3 時，主題：《晨‧希》，地點：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現在

招募詩班員，練習日期：4 月 5 日、4 月 19 日、4 月 26 日、5 月 3

日、5 月 24 日、6 月 7 日（主日）；練習時間：下午 3-6 時；練習地

點：沙田浸信宣道會恩霖堂；練習次數：至少出席 4 次；總綵排 (必

須出席)：6 月 13 日（週六）下午 4-6 時，地點：灣仔伊利沙伯體育

館。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網上報名：https://bit.ly/2QMZaZ7，截

止日期：3 月 29 日，查詢：info2@theheralders.or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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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760   9,600    6,000   4,000 5,100 

尚欠  3,366,240 477,400  115,000  11,000 (100) 
 

mailto:info2@theheralders.org


14.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參加直播人數：121 人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差傳 

各堂獻金 38,260 500 

記名奉獻 5 人 1 人 
 

15. 下週安排 聚會 午堂直播 

講員 何燕玲姑娘 

主席 甄敏清 

司琴 陳嘉璇   梁振江 

和唱 詹春霞   梁宇健 

影音 李康傑   直播小組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堂址續約：感謝神帶領教會堂址的續約安排，求神在未來三年使用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積極事奉，興旺福音，建立教會。 

2. 裝修工程：隨著新租約對堂址面積的微調，教會需進行女傳道辦公室的改裝工 

     程，求神保守裝修的效果。 

 

二 .  敬拜部  

1. 直播崇拜：求神繼續使用支持直播小組和敬拜事奉人員，祝福直播崇拜的安排 

     和效果，連結弟兄姊妹，誠心敬拜，聽道行道，經歷與神與人不能 

     隔絕的愛！ 

2. 講道信息：願神幫助牧者預備講道信息，藉著神的話語餵養和堅固弟兄姊妹的 

     心靈，對抗和得勝疫情，活出信仰！ 

 

三 .  傳道部  

1. 委內瑞拉：感謝神使用鄺文偉傳道已經完成巴城華人浸信會的培訓事奉，信徒 

     渴慕華人牧者的教導，日夜不歇，把握機會學習，願神堅立和茁壯 

     他們的生命。鄺傳道轉往馬拉卡波城，在華人播道會互愛堂舉行 

     14 天的培訓，求神繼續加能賜力，造就當地的信徒。 

 



2. 喜 陽 陽：在港期間，喜陽陽需進行甲狀腺檢查、牙齒治療、注射預防針及更 

     換證件、應邀往教會分享，請代禱記念！  

 

四 .  教育部  

1. 環聖課程：環球聖經公會忠於使命，積極舉行「顛覆帝國的福音（1）－ 從羅 

     馬書 1-8 章轉化生命」查經課程，願神帶領和建立參加者！ 

 

五 .  團契部  

1. 線上小組：感謝神，啟發小組進行線上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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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考肢體：DSE 高考將於 3 月 31 日開考，請代禱支持以利沙團的 DSE 考生— 

     本見、梓杰，求神賜予身體的健康、心靈的平安、忠心的態度、溫 

     習的智慧，經歷生命的成長！ 

 

六 .  肢體  

1. 願神祝福 Nickie 分娩手術和美媚的媽媽腫瘤手術之後的康復進度！ 

2. Simon（文宗剛接受第二針）、Karrie（剛接受第 5 針）和貴強現正接受癌症的 

 化療，求神保守他們的療程效果，減少身心的不適和副作用，賜福他們的飲食 

 和睡眠質量。同時，求神眷顧他們的家中的老幼，加力給照顧他們的親人和照 

 顧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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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停學期間，學生、家長及老師都需要適應長期家居教學的模式，求神幫助他 

 們調整心情和動力，學到超越課堂的智慧。 

5. 疫情已在世界各地爆發，求神保守本堂在國內和外國留學的青年肢體，願他們 

 懂得照顧個人衛生及謹慎社交防疫。 

6. 請為回到國內工作的弟兄姊妹及家人代禱，包括：Hugo、Shirley 的丈夫、Daisy 

 和丈夫，求神格外保守他們的身心平安！ 

 



七 .  疫情  

1. 面對新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願神喚起我們信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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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和熱心人士正積極策劃生產口罩，以供本地市民所需，請為生產的質 

 量和銷售效率代禱，盼望盡快解決口罩不足的問題，舒緩市民的生活壓力！ 

3. 願神繼續保護和加力給前線的醫療人員，讓他們有足夠的物資，發揮團結和服 

 務的專業精神，醫治患者早日康復。 

4. 求神保守在駿洋邨、各個檢疫中心，及家居隔離的人士，讓他們平靜和平安渡 

 過隔離的日子！ 

5. 請代禱記念仍然滯留在武漢的港人，願他們能早日返港，接受檢疫和醫治。 

6. 疫情已傳播至世界多國，求神促進各國政府的防疫工作，減少感染和死亡的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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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pass_over_this_generation/content.htm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pass_over_this_generation/content.htm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come_pray_for_our_city/content.html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come_pray_for_our_city/content.html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man_can_pray_to_god/content.html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man_can_pray_to_god/content.html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be_smart/content.html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be_smart/content.html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i_can_pray_too/content.html
http://www.do-this-prayer.org/prayer_handbook/book/come_pray_for_our_city/i_can_pray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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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raditional-odb.org/pray-for-n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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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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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