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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三一上帝】曲、詞：張樺 

詩集：同心圓‧EXTOL 尊崇，8 
 

讚美，三一上帝， 

聖潔，尊貴，恩深， 

聖父，聖子，聖靈， 

奧妙，配得敬拜。 
 

基督彰顯的愛無盡美麗， 

甘心釘死苦痛成就救贖； 

這奇妙恩典，述說聖父的愛， 

世界唱和同聲。 
 

應許一生皆有聖靈引導， 

居於心中給予隨時幫助， 

同在至高處，同尊同榮， 

榮耀三一上帝。 
 

【主，請祢憐憫】 
詩集：來復興我，22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在這一刻謙卑來跪拜， 

來承認我所有失敗； 

仍然懼怕是祢的作為， 

我也信主恩偉大。 
 

願我的主彰顯榮耀裡， 

求容讓我釋去苦累； 

重承認祢是我主我神， 

盼這生跟我主腳步去。 
 

主，請祢憐憫，今興起我心， 

求能讓祢愛，點燃這生。 

主，請祢憐憫， 

今掌管我心，求能盡獻上， 

甘作活祭。 
 

 

 

 

【Homesick】曲：John Laudon 

詞：郭舒芬 / Bosco H C Poon(Rap) 
 

Rap：喺度諗，點解周圍變到咁？ 

搞成咁，天災人禍諗到夜晚唔想瞓； 

太多新聞，令自己思緒變得好敏感， 

喺度等，喺度諗，幾時可以冇紛爭？ 

病毒周圍播，成個地球都着火， 

蝗蟲嘅災禍，末世啟示中咗幾多個？
點幫我？唔通真係龍珠日日播？ 

不如問下上帝末世我做到幾多？ 
 

遠處的雨林，變了火陣， 

世界級噩運，充斥新聞； 

有各種怨恨，理據充分， 

摯愛親友，驟變陌路敵人。 

鋪天的紛爭，地震天驚的慨憤， 

對立在橫行，人，怎麼解困？ 
 

副歌： 

求上帝可，補救這缺陷，使我肯愛

人，愛即使太天真。祈求上帝可， 

再修補人類那裂痕，使我末世中， 

靠祢導引。  
 

至聖所帳幕，縱再堅韌，也要撕破，

神直視罪人。幾多的赦免， 

盛載幾多的腳印，神清楚多艱辛， 

誰深深不忿！  
 

求上帝可，補救這缺陷，使我肯愛

人，愛即使太天真。祈求上帝可， 

再修補人類那裂痕，使我末世中， 

靠祢導引。 
 

Rap：我緊張呢個家， 

先至咁怕佢變差，唔使超級繁華， 

只想有平安可以嗎？ 

幸福真係無價，一齊祈求天父爸爸， 

用信望愛嘅態度真係靠神靠大家。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q=%E9%A6%99%E6%B8%AF%E5%9F%BA%E7%9D%A3%E5%BE%92%E9%9F%B3%E6%A8%82%E4%BA%8B%E5%B7%A5%E5%8D%94%E6%9C%83&stick=H4sIAAAAAAAAAAFoAJf_CA4SDS9nLzExZjI2a3A2NXgiCi9tLzBmc2h4OV8qImtjOi9tdXNpYy9yZWNvcmRpbmdfY2x1c3RlcjphcnRpc3SiBSHpppnmuK_ln7rnnaPlvpLpn7PmqILkuovlt6XljZTmnIO4BQGMHK33aAAAAA&sa=X&ved=2ahUKEwiKv7L4rcToAhVT62EKHRHkByMQmxMoATACegQICxAD


喺耶穌度我哋知道， 

可以有信心地禱告， 

福音信息我哋聽到， 

救恩慢慢就會睇到， 

Don’t let go just so you know，  

前面一定仲有出路， 

天國嘅道路會喺真愛裡面搵到。 
 

求上帝可，消我的怨恨， 

使我肯愛神， 記得赦罪救恩。 

祈求上帝可，再撕開人類那隔膜， 

使我末世中，有祢憐憫。  

使我末世中，對祢認真。 

使我末世中播信望愛。 

  

【黑暗終必過去】 

曲：古丹青  詞：朱浩廉 

ACM 專輯 14：黑暗中的盼望 
 

1. 世間昏暗，願有點燭光， 

燃亮心底盼望；無盡旅途， 

仍信會有終點，再艱苦也能擋。 

縱使飄泊，但有主應許， 

疲乏者得靠岸；始終相信， 

神祢永遠掌管， 

讓我輕看禍困不安。  

2. 永久不變，耀眼的真光， 

原是一生盼望；渴想得見， 

神國這裡彰顯， 

此刻心裡沒有驚慌。 
 

副歌： 

黑暗終必過去，消散似風吹， 

罪惡張狂顛覆錯對，祢未允許！ 

抬頭彷彿充斥烏雲，天空在流淚， 

我都相信平安是藏於祢的手裡。  

（我總相信平安在乎主！） 

 

 

【立志擺上】曲、詞：DJS 

詩集：立志擺上，1 

ACM 詩歌創作大賽 2015 敬拜詩歌組亞軍 
 

1. 曾擺上傾出大愛， 

曾捨棄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 

十架路甘心走過， 

崇高主愛，恩深似海。 

2. 能相愛皆因被愛， 

能醒覺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 

踏上基督的足印， 

延伸主愛，進入人海。 
 

副歌： 

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 

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 

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 

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滿布雲彩， 

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 

陶造我裡面能盛載， 

神豐足的厚愛。 
 

 

 

 

 

 

 

 

 

 
 



講道大綱 

一. 講題：相信上帝的時間 

二. 經文：傳 3：1-15 

三. 主旨：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祂是永恆不變的大君王。我們只管安 

心信靠祂，把焦點放在我們被蒙召去成為甚麼樣的人，而非主再來的日子。 

四. 金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傳3：1） 

五. 大綱： 

 1.  凡事萬務為神所定，人不能參透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三 2）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三 3）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三 4） 

     ☆「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什麼益處呢？」（三 9） 

     ☆ 求問神祂在這時期之中教導我什麼/ 對我有什麼益處？ 
 

 2.  神的安排最美好 

     ☆「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三 10）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三 11上）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三 5）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三 6）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三 7）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三 8） 

     ☆ 求問神要我在這時期學習什麽功課？  
 

 3.  為永恆的事作準備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三 11下）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三 12）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 （三 13）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 

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三 14）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 

來。」 （三 15） 

     ☆ 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中享受神的賞賜，為着永恆的時期作準備。 
 

六. 反思： 

   1.  神給我這一生的使命是甚麼？ 

   2.  我願意把下一個人生的階段交給主嗎？為什麼？ 

   3.  我要為永恆的事做準備，需要有甚麼改變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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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陽 陽 感謝神帶領喜陽陽宣教士今日分享信息和宣教事工，為免影響她的宣

教工作，她未能站在講台上跟大家見面和分享，敬請體諒！ 

同時，請代禱和奉獻支持喜陽陽的宣教工作。 

今年宣教經費，目標：200,000 元，累計：6,500 元，尚欠：193,500 

元。 

 

3. 默 想 會 教會將於 4 月 10 日（受難節公眾假期）下午 4-6 時舉行直播受難節

默想會，內容：饑饉 / 清淡一餐、詩歌敬拜、默想、信息、聖餐。 

聖餐安排：將採用套裝聖餐，歡迎已受水禮的弟兄姊妹同領聖餐，記

念主耶穌基督。 

領取聖餐：請預先回教會領取套裝聖餐，然後妥善保存，直至默想會，

由牧者主持聖餐。 

領取時間：3 月 30 日--4 月 10 日（星期一至六：10-5 時；主日：1-3

時；4 月 4 日（公眾假期：暫停；4 月 10 日：10-1 時。 

 

4. 復 活 節 
 

下週是復活節主日，願我們同心敬拜和歡慶主耶穌基督的復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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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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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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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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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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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幹事同工，亦會彈性輪班當值，敬請留意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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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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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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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將改在線

上舉行，報名連結：https://qrgo.page.link/CFU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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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10   20,800    7,500   4,500 5,100 

尚欠  2,709,890  466,200  113,500  10,500 (100) 
 

14.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參加直播人數：132 人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神學生 差傳 慈惠 

各堂獻金 512,750 9,000 1,500 9,900 500 

記名奉獻 25 人 5 人 1 人 6 人 1 人 
 

https://qrgo.page.link/CFUK4


15. 下週安排 講員 彭喜清牧師 

主席 陳傳賢 

司琴 王偉傑    

和唱 梁臻悅    

影音 許紹軒   直播小組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奉獻目標：香港的經濟受到疫情沖擊，加上教會暫停實體聚會，將可能影響今 

     年的奉獻進度，願神激勵弟兄姊妹甘心樂意奉獻，使神家有糧！ 

 

二 .  敬拜部  

1. 默 想 會：我們已經停領聖餐兩個月，求神預備弟兄姊妹的心靈，預留時間參 

加 4 月 10 日之受難節默想會，藉著饑饉 / 清淡一餐、詩歌敬拜、 

默想、信息、聖餐，記念主耶穌基督。 

 

2. 復 活 節： 願我們同心敬拜和歡慶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將榮耀歸給至高神！  

 

三 .  傳道部  

1. 喜 陽 陽：喜陽陽 4 月代禱信： 

a. 感恩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期間，能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身

邊；學習安靜在祂裡面，善用時間去增值自己。 

b. 感恩，經過進一步超聲波及驗血檢查甲狀腺，得悉所有報告的

結果一切正常。 

c. 求父憐憫，讓新冠肺炎疫情停止擴散全球，並能早日受到控制； 

賜智慧給專家們，能盡快研發出疫苗來醫治病人，讓他們得到 

適切的治療，早日康復痊癒。並父親自安慰因疫症而離世者的 

家人，願主的平安與他們同在。 

d. 求父安慰正在失業的弟弟，為他預備合適的工作，叫他那份信

靠主的心不會動搖。 

e. 求父為我安排在留港期間，能順利安排治療牙齒問題、打防疫

針及更換有關證件事宜。 



f. 求父保守各家人在逆境中，更懂得每天倚靠主，經歷主恩、與

主同行！  

 

2. 委內瑞拉：鄺文偉傳道雖仍然滯留在委內瑞拉，他卻把握時間，每天盡力裝備 

     當地信徒，求神堅立他所作的工，並保守他免受感染，早日獲批通 

     行證，平安回港。 

 

四 .  教育部  

1. 環聖課程：感謝神帶領 40 位肢體經本堂報名參加「顛覆帝國的福音（1）－ 從 

     羅馬書 1-8 章轉化生命」線上查經課程，學習聖經，轉化生命！ 

 

五 .  團契部  

1. 線上組聚：願神祝福小組的線上聚會，讓弟兄姊妹保持相交，彼此支持，愛中 

     得力，同行抗疫，一起在疫情中經歷不能隔絕的愛！ 

 

2. 留學肢體：感謝神帶領本堂在外國留學的青少年肢體平安回港，求神幫助他們 

     適應急促的轉變，得力完成功課和考試。 

 

3. 高考肢體：DSE 高考將延期舉行，請代禱支持以利沙團的 DSE 考生--本見、梓 

     杰，願他們適應延期開考，調整溫習和作息的時間表，忠心備試， 

      經歷學業考試以外的生命智慧和成長！ 

 

六 .  肢體  

1. 願天父特別施恩給幾位接受癌症治療的弟兄姊妹和家人。 

a. 美媚的媽媽：願伯母腫瘤手術後的康復，早日信主，得著永生

的福氣。 

b. 文宗：在化療期間，身體嚴重痛楚，經常腹瀉，求神幫助弟兄

止痛止瀉。 

c. Karrie：感謝神保守姊妹已完成 6 針化療，求神使她的白血球達

到合格標準，身體盡快恢復。 

d. 貴強：求神減少不適和副作用，經歷神的恩典，接受福音。 

e. 同時，求神眷顧以上患者的家人和照顧者，補充他們身體和心

靈的力量，讓他們適切地照顧、陪伴和支持患者。 

 



2. 香巧玲姊妹的父親最近發現肺部和腦部有陰影，需要進行腫瘤科檢驗，請代禱 

 記念！ 

 

3. 彭師母的爸爸因為器官功能衰竭入院，已經留院一個多月，家人未能探訪，求 

 神堅定他的信心，讓神拖帶他的人生！ 

 

4. 傳賢的媽媽於週五患肺炎入院，求神安定伯母的心靈，醫治她的身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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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傳道的女兒，求神保護和使用他們！ 

 

6. 教育局已宣布延長停學至另行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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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求神格外保守回到國內工作的弟兄姊妹及家人，包括：Hugo、Shirley 的丈夫、 

 Daisy 和丈夫、Ryan（胡），願他們身體健康，心靈平安，工作順利！ 

 

8. 我們當中有弟兄姊妹的工作和收入受到疫情影響，求神堅固他們的信心，減少 

 憂慮，仰望神的供應，渡過危機！ 

 

七 .  疫情  

1. 本港的確診個案繼續大增，進一步可能引起社區爆發的危機，政府急促推行新 

 的防疫法例，願社會各界能適應和配合，達到如期的防疫效果。 

 

2. 自從實施抵港人士強制檢疫以來，多人違反檢疫令，願這自私行為不再發生， 

 自律愛人，同心防疫，守護香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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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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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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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已傳至世界多國，求神促進各國政府的防抗工作，減少感染和死亡人數！ 

 

 

八 .  祈禱  /  網上資源  

1. 以勒基金 

  「越過這世代而去」祈禱手冊：https://qrgo.page.link/6BZHh 

   「來！為這城禱告」祈禱手冊：https://qrgo.page.link/sS4FX  

停一停，想一想「人可以向上帝禱告」祈禱手：https://qrgo.page.link/hFwfK 

  「作個聰明人」祈禱手冊：https://qrgo.page.link/SPqQ4 

「我也可以禱告」祈禱手冊：https://qrgo.page.link/LpeSQ 

 

2. 靈命日糧 

以禱告抗疫：https://qrgo.page.link/nQ5z5 

我以禱告愛孩子：https://traditional-odb.org/pray-for-the-children/ 

 

3. 誠心所願 

30 位牧者的祈禱：https://qrgo.page.link/phtWv 

 

4. 角聲佈道團 

全港抗疫學生藝術創作比賽：https://cchchk.org/cchc-hk/student-art/ 

- 為了讓學生們在疫情中發揮創意，在逆境中繼續成長，香港「基督教角聲

佈道團」和「香港藝術動力」聯合舉辦「全港抗疫學生藝術創作比賽」，

期望透過藝術創作迸發創意、舒緩情緒，藉着思考和觀察，提升對社會的

責任感，以及對未來世界的期盼。歡迎在學生／青少年報名參加。 

 

5. 福音證主協會 

「從性格特質透視婚姻關係」：http://www.ccl.org.hk/shop/course/f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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