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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祢配得】曲、詞：簡國衞
藉祢手創造天地，又造人居於這裡，
每天供給我需要，是祢令我得盼望。
受傷屢獲醫治，被囚的得釋放，
叫憂傷的變剛強，
願世上人得救贖宏愛。
慈愛的主祢配得讚美與稱頌，
權柄，豐富，智慧與尊貴；
主祢配得永永遠遠歌頌，
願榮耀，稱讚，獻與曾被殺基督，
一切頌讚獻上，一切盡獻與祢，
永永遠遠都歸與祢。

【祢是榮耀君王】
詩集：新歌頌揚，359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撒那歸於大衞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若非耶和華】
若非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非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1. 我行若非神所悅，一切將拆毀；
我們若無神賜福，
一切都將枉然。

2. 我所需要持守的，只是一顆心；
一顆完全相信的，
堅定倚靠的心。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曲 / 詞：霍志鵬

詩集：TWS 原創歌譜，5

求祢以真理引導我方向，求祢以真
理陶造我，使我能知道判斷何美
善，每步道路也不走差。
求祢以真愛注入我心裡，求祢以真
愛燃亮我，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
善，每步道路也緊靠祢。
讓我愛祢，愛慕祢真理，盼祢教我
得著永生愛，全是祢捨身的愛，
留下美善榜樣，我願全身心都歸祢。
願我謙卑，渴慕祢指引，盼祢教我
得著祢心意，全是祢永久的愛，
留下信念希望，現我在心底讚美祢。

【求主寛恕】
專輯：青年聖歌 2，

譜同：晚禱
譯詞：冼偉程

1. 如果令身邊人受傷刺痛，倘若把
人絆倒不依主道，如果我執意走
偏差路徑，懇切求主寬恕！
2. 如果話中虛浮難見造就，倘若不
憐憫，不關心慰問，如此叫他人
受損傷、愁困，懇切求主寬恕！
3. 如果內心冷漠、固執、無情，倘
若單顧每天舒適過活，而不去踐
行上帝所付託，懇切求主寬恕！
4. 誠心願主赦罪厚施深恩，赦宥隱
而未顯心中惡念，求主顧惜同
行，每天導引──阿們！

【彼此認罪之詩】
詩集：團契遊樂園，1
曲：柳慧敏 詞：懇達

曾基督於心中作主，
凡事專心更積極參與！
能認錯又趕緊饒恕，
能共議辦法好共處！
誰料我現正再取替上主？！
防衛反擊掩飾很怕輸，
迴避瑟縮更擔心參與；
仍未靠上帝真饒恕，
仍未設辦法好共處，
忘掉以上帝作心裡上主！
情緒動盪已不爽，
誰可中肯勸雙方？
需要智慧溝通彼此境況。
求主指揮每一方，
同伸出手去鬆綁，
擁抱您我，倆心得釋放！
容讓解釋不必怕流淚；
容讓溝通拆開舊地雷；
容讓我認錯的字句，
來代替恨恕的字句，
求上帝為我倆抹乾眼淚水！
常在關心喜歡再重聚；
凡事細聽了解您是誰；
談論更實際添樂趣，
除掉了舊有的營壘，
和睦靠上帝作得勝團隊！
求主修補您的心，
耶穌掌管我的心，
衝破障惘一起驅走黑暗！
同擔一軛倍知心，
無分彼此夠胸襟，
謙遜友愛每天心中滲！

提醒彼此要均真，
憑據事實來答問；
表裡貫徹聖潔獻奉父神！
蒙主差遣臨戰陣，
同享恩典要感恩；
禱告敬拜，齊讚頌父神！
歌唱讚美，同愛慕父神！
所作聖潔，齊獻奉父神！
禱告敬拜，齊讚頌父神！

【三一頌】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
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
同心讚美父子聖靈，
阿們！

講道大綱
一. 講題：從咒詛到復興
二. 經文：亞 5：1–6：15
三. 主旨：盡心盡力參與重建聖殿（教會）的事奉，重整信仰的中心，離罪悔改，
改變自己，更新生命，轉化社會，影響世界。
四. 金句：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又必在位上作祭
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亞 6：13）
五. 大綱：
1. 飛卷的異象（5：1-4）
-

飛行的書卷（5：2）：長二十肘，寬十肘

-

咒詛（5：3）：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詛--對罪的咒詛

-

凡偷竊的，必按卷上這面的話除滅---十誡之第八誡、第十誡

-

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話除滅---十誡之第九誡、第三誡

-

對人不義，對神不虔，罪行的描述

-

審判的嚴厲性（5：4）
：必常在他家裏，連房屋帶木石都毀滅了

2. 量器的異象（5：5-11）
-

量器：惡人在遍地的形狀（5：6）

-

量器--量穀物的容器，約 36.5 公升/5 加侖

-

量器中的婦人（5：7）
：這是罪惡（5：8）

-

示拿地（5：11）：巴比倫

-

可能指商業的罪惡（摩 8：5-6）；巴別塔--高科技；驕傲、叛逆的罪

-

為它蓋造房屋--廟宇（5：11）vs 為神建殿（1：16）

-

等房屋齊備，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5：11）--

-

屬世的安舒（1：11、15） vs 屬靈的安樂（2：5、10）

-

以色列除去罪惡--示拿收藏罪惡

3. 戰車的異象（6：1-8）
-

四輛車從兩山中間出來（6:1）：騎士的異象（1：7－17）

-

兩座銅山：所羅門聖殿前的兩根銅柱，右一根名叫雅斤，左一根名叫波
阿斯（(王上 7：5－22，代下 3：15－17）

-

耶路撒冷聖殿：錫安山和橄欖山

-

這是天的四風，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6：5）

-

四風：指四個方向，亦可譯作「四靈」

-

「四」字象徵神在全世界的統治權---普天下的主（6：5）

-

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6：8）：得勝巴比倫等北方的敵對勢
力，重獲釋放和安慰（1：12-13、2：6-7）

4. 復興的苗裔（6：9-15）
-

從被擄之人中，從巴比倫來到（v10），取這金銀作冠冕，戴在大祭司約
書亞的頭上（6：11、3：3-5）

-

大衞的苗裔（6：12、3：8）---彌賽亞的預言（耶 23：5、33：15-18）

-

建造耶和華的殿（6：12、13）：耶穌基督的祭司職份（來 7：1、15）

-

君王和祭司：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所羅巴伯--亞 4：6-10）
，又必
在位上作祭司（約書亞--亞 3：1-10），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6：13）

-

遠方的人（6：15）：也要來建造耶和華的殿，你們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
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2：11、13）

-

大誡命、大使命：你們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這事必然成就（6：
15b、3：7；太 28：18-20）

六. 回應：
1. 委身以聖殿 / 教會為信仰的中心，積極參與，彼此建立，從而更新生命，轉
化群體，改變社會，影響世界，實踐大誡命和大使命。
2. 省察個人的生命，除去偷竊、貪婪、起假誓、違背承諾、語言偽術、不誠實等
罪惡，活出誠信的行為和見證。
3. 觀察香港的社會，選出一項你認為最可惡的罪，然後為此認罪和代禱。
4. 放眼環視世界，試找出最嚴重的問題，呼求神的介入和改變。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本堂現場及網上直播崇拜，請先從教會網頁或
whatsapp 群組下載程序表，以便大家一起口唱心和，同心敬拜！

2.

聖餐主日

今日是聖餐主日合堂崇拜，早堂：上午 9 時 15 分-10 時 45 分，午堂；
上午 11 時-下午 1 時，敬請預備心靈，省察生命，記念恩主。
座位安排：a. 家庭座：禮堂左側（靠近鋼琴）一排座位是家庭座，
供家人和親屬同座，不設隔位。b. 會眾座：禮堂中間兩排座位主要
供參加聖餐的會眾，每個座位附設安全鄰座（一張空櫈：貼上「×」
的標示），空櫈上擺放兩份聖餐，每份用紙盒盛載，獨立存放，保
持衛生。聖餐用品只供領餐的弟兄姊妹使用，至於不領聖餐的參加
者，請勿使用。c. 個人座：禮堂右側（近鼓座）擺放單行獨立座位，
供不領聖餐的肢體入座。
聖餐安排：我們將採用獨立套裝聖餐，套裝聖餐及有關用品（消毒濕
紙巾、存放口罩的紙袋）已經放在座位的紙盒內，請按照牧者的指示
進行聖餐，步驟包括：用獨立包裝的消毒濕紙巾潔手、除下口罩、把
口罩放入紙袋、用獨立包裝的消毒濕紙巾潔手、然後打開套裝聖餐、
按牧者帶領吃餅和喝杯、用獨立包裝的消毒濕紙巾潔手、戴回口罩、
把用完的濕紙巾和套裝聖餐杯放入紙袋，散會時把紙袋放進教會的大
型收集箱。（註：聖餐乃獲特別豁免，而不歸類為一般的食物。）
在家參加網上直播崇拜的弟兄姊妹，請按照牧者指引領餐。

3.

恢復早堂

本堂於今日開始恢復早堂崇拜，為了以便安排兩堂崇拜的分流聚會
的人數，我們需預先統計人數，請弟兄姊妹盡量報名參加早堂崇拜，
多謝合作！

4.

兒
童
主 日 學

本堂將於 7 月 5 日恢復兒童主日學，時間：上午 11 時，為了保持課
室的適當衛生空間，暫時只接受本堂的主日學生參加，名額：20 人，
對象：本堂小一至小六的主日學生。請家長到接待處或登入教會網頁
的電子表格為孩子報名。

5.

幼
兒
主 日 學

本堂定於 7 月 12 日恢復幼兒主日學，時間：上午 11 時，為了保持課
室的適當衛生空間，暫時只接受本堂的主日學生參加，名額：10 人，
對象：K3 主日學生。請家長到接待處或登入教會網頁的電子表格為
孩子報名。

6.

聚會指引

本堂分階段恢復少年成長計劃、青少崇拜、普通話崇拜、主日早堂、
午堂崇拜、少年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及小組等聚會，為了防疫，我們
宜謹慎保持適當的衛生措施，詳情如下：
聚會對象：暫時只供本堂的弟兄姊妹參加，不對外開放。
衛生措施：參加者必須遵守聚會的衛生措施，包括：登記出席記錄、
量度體溫、佩戴口罩、清潔雙手、保持座位距離、禁止飲食等等。如
有身體不適，宜盡快就診，留家休息，請勿出席聚會。
同步直播：兒童主日學將繼續暫停期間，家長和孩子可在家中參加網
上同步直播的崇拜。
提前到場：請參加者提前到達教會，以便保持足夠的空間和時間，接
受量度體溫等進場安排。
座位安排：為了保持適當的距離，禮堂將擺放約 90 個座位，每個座
位附設安全鄰座（一張空櫈：貼上「×」的標示），用作保持安全距
離，請勿自行調動標示及座位。
副堂：如果禮堂滿座，參加者可到副堂（鏡房）聚會。
出席記錄：請參加者填寫出席記錄和聯絡資料，同時教會將拍照記錄
參加者的座位位置，以備用作防疫追蹤的用途。
開放時間：為了保持適當的接觸，教會將於週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 6
時、主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開放場地給崇拜的參加者，
以外的其他時間，請勿逗留在教會。

7.

堂慶聚餐

教會原定於 4 月 26 日假水中天星際宴會廳舉行 30 周年堂慶崇拜及感
恩聚餐，包場最低消費：60,000 元，已付訂金：18,000 元，預計人數：
300 人。因應疫情的影響，經過與食肆協商，堂慶崇拜及感恩聚餐將
改於 8 月 30 日（主日）在上址舉行，時間：上午 11 時-下午 2 時，暫
定餐費：小孩、學生、長者：80-100 元，成人：150-200 元，多除少補，
實際收費視乎參加人數。為了達到堂慶的意義、善用資源及妥善籌備，
我們現在開始報名，請弟兄姊妹體諒和支持，踴躍到接待處或登入教
會網頁的電子表格報名參加，以便統計人數，落實計劃。萬一報名人
數未如理想，我們將可能取消是次聚會，撻訂止蝕，保障教會和弟兄
姊妹。

8.

執事選舉

新一屆的執事選舉提名已經完成，共有 12 位會員獲得提名成為候選
人，他們將於 6 月 28 日回覆是否接受提名。請弟兄姊妹為這 12 位會
員代禱，求神引導他們，盼望其中至少 7 位願意接受提名，同心建立
神家，實踐教會的使命。

9.

會員大會

教會將於 7 月 19 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議程：聘請郭麗儀姑娘為本
堂傳道，敬請會員同心代禱，及預留時間出席！

10.歡

送 會

何燕玲姑娘將於 6 月 30 日離任，我們將於 7 月 4 日（週六）4 時 30
分；及 7 月 5 日（主日）12 時 30 分舉行歡送分享會，歡迎弟兄姊妹
出席！

11.浸宣課程

浸宣恩典聖經神學院將舉辦第二期課程，歡迎本堂免費參加網上旁
聽，請踴躍報名參加（經本堂集體報名），課程的詳情如下：
科目：詩篇
日期：8、15、22、29/6、6/7 逢周一 (共 5 課)
時間：晚上 7:00-10:00
講師：劉國威博士（浸宣的宣教士、資深舊約教授）
報名：請到接待處報名

12.喜

喜陽陽宣教士已重返工場，服侍山區的農村兒童。請代禱和奉獻支
持她的宣教工作。今年宣教經費，目標：20 萬元，累計：4 萬元，
尚欠：16 萬元。

陽 陽

13.奉獻方法

歡迎大家採用郵寄支票、轉賬、轉數快的方法奉獻，詳情如下：
轉數快：程序簡介
1. 在「轉賬」中選擇「付款或轉賬」；
2. 在「轉賬至」下選擇「新的受款人」(首次轉數)；
3. 在「付款方式」一欄選擇 「受款人的電郵地址」，及輸入恩霖堂
電郵︰church@yanlamchurch.org；選擇「匯豐銀行」並填寫你的名字
與奉獻用途。然後輸入奉獻「金額」；核對確認頁面的資料後，按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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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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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奉獻目標

15.上週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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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907

59,600

12,900

5,700

5,100

尚欠

1,943,093

427,400

108,100

9,300

(100)

出席人數

青少：19

普崇：19

午堂：63

直播：107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少年成長計劃

各堂獻金

44,577

2,100

3,000

記名奉獻

11 人

4人

1人

16.下週安排

崇拜

早 堂

午 堂

講員

何燕玲姑娘

主席

羅莘桉

司琴

岑慧莊

和唱
司事
影音

鍾綺明
關秀菁

林麗玲

王志堅

鍾潔芳
陳紀良 蘇菁敏 林文珊
周景良

林正貞

代 禱 欄

一. 行政部
1. 執事選舉：感謝神讓我們共有 12 位會員獲得被提名為執事候選人，請同心為他
們祈禱，求神引導我們安靜祈禱，清心尋求神的心意，從而決定是
否接受提名，在未來兩年帶領弟兄姊妹同心事奉，讓神的使命成就
在恩霖堂。

2. 聘請牧者：感謝神帶領我們認識郭麗儀姑娘，經過祈禱、約見、講道和導師交
流，確認她是合適的兒童及家庭牧者人選。願神招聚會員同心出席 7
月 19 日的特別會員大會，一起印證神的心意，茁壯團隊，共建神家！

二. 敬拜部
1. 恢復崇拜：感謝神讓我們分階段恢復早堂崇拜、午堂崇拜、普通話崇拜、青少
崇拜，願神大大喜悅我們渴慕的敬拜心靈， 親自保守聚會的秩序和
安全，祝福每一位參加者和事奉人員！

三. 傳道部
1. 喜 陽 陽：感謝神帶領喜陽陽平安回到工場，在當地進行 7 天自我檢疫隔離，
請同心代禱記念，6 月份代禱內容如下：
a. 感恩，已順利完成了牙齒的治療、更換了證件、及尋找到一位新
的家傭姐姐；盼望她在未來半年的受訓及申請過程中，能經歷父
神的保守和帶領，有智慧和健康順利完成各項職前訓練。
b. 感恩，轉換了新的甲狀腺藥後，情況已穩定下來，可於 2021 年
停止服藥。

c. 感謝主為弟弟預備了合適的工作，求父賜他足夠體力和精神，心
靈滿足和喜樂。
d. 求父保守我在工場當地前的 7 天檢疫隔離裡，心裡滿有平安和
盼望，充實地過每一天。
e. 求父安排外籍隊長能在合適的時間返回工場。

2. 委內瑞拉： 感謝神帶領鄺文偉傳道平安到達首都 Caracas，讓他可按計劃完成
餘下任務。至於回港的日期，則可能延遲 3-6 個月。請同心代禱支
持，代禱內容如下：
a. 求上主憐憫委內瑞拉的人民，止息政局紛爭、暴動和搶劫，讓國
家有充足的物資，委幣不再貶值，人民可以生活穩定。
b. 求上主看顧委內瑞拉的人民，讓疫情止息，人民受疫症的影響減
至最少。
c. 求上主保守委內瑞拉每一間華人教會或聚會點，在困難中仍堅守
信仰，緊守崗位，留守當地，活出信仰。繼續傳揚福音，為主作
美好的見證。
d. 求上主堅立每一位委內瑞拉的信徒領袖，懂得如何帶領教會，牧
養信徒。
e. 求上主堅定每一位委內瑞拉的信徒的信心，在逆境中仍依靠神。
f. 求主使用本人是次的服事，成為當地教會的祝福。
g. 求主保守本人不在香港期間，家人安好。
h. 求主保守本人安全和健康。
i. 記念 Maracaibo 教會可以早日買到合適的新堂。
j. 記念「慈惠工作計劃」和「華人牧者駐堂計劃」的進行，能找到
合適的牧者，並可以籌募足夠的奉獻。

四. 教育部
1. 恢復主日學：求天父保守兒童天地和幼兒天地的復課安排，同時記念暫時未能
復課的幼兒和嬰幼，讓家長和孩子在家保持敬拜和學習的屬靈生
活！

2. 神 學 生 ：請代禱記念李潔盈姊妹在建道神學院的學習，靠主得力，在下週依
期完成功課。

五. 團契部
1. 少年計劃：感謝神帶領「少年成長計劃」在上週恢復，新舊參加者投入參與，
求神使用導師的事奉，啟發參加者的心靈，愉快參與，健康成長！

2. 以利沙團：中學生團友現正忙於預備學校的考試，求天父保守靈命和健康，加
添信心和智慧，經歷學業和信仰的進步！

六. 肢體
1. 感謝神帶領何姑娘在本堂的事奉，願神報答她，並祝福她和關先生未來的事奉！
2. 莫江庭牧師（浸宣聯會的顧問牧師）確診患上肺腺癌第一期，沒有擴散，完成
手術，已回家休養。醫生建議每天做適量的運動，如步行 30 分鐘，約兩個月有
望恢復 90%肺部的功能。請為莫牧師的康復代禱！
3. Connie（梁鳳琼姊妹）將於 7 月 2 日進行淋巴靜脈接駁手術，需時 7－8 小時，
請代禱記念，求神賜下平安，醫治姊妹！
4. 翁世伯的西醫癌症治療方案暫告一段落，家人稍後將會選取中醫療法，懇請為
成效代禱。翁世伯同時有嚴重心臟病，現在正冒風險停心臟藥來爭取腦部問題
的完全復原，但世伯近日常覺心口不舒服，週一將會腦科覆診，徵詢醫生意見，
請代禱停藥期間心臟健康運作！
5. 願神特別施恩眷顧幾位接受癌症治療的弟兄姊妹和家人，包括：巧玲的爸爸、
美媚的媽媽、Karrie、文宗和貴強。
6. 願我們繼續代禱守望在醫療界工作的弟兄姊妹，讓他們在繁忙和緊張的工作環
境之中，靠神保持身心的健康，從而照顧病人的健康！
7. 復課之後，學生、家長和老師隨即需要面對繁忙的功課和考試，請代禱守護我
們的學界，特別記念本堂的有關肢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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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丈夫，願他們身體健康，心靈平安，工作順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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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
1. 請繼續為疫情、七一、反修例、反立國安法等社會事件祈禱，同心守望香港， 重
建健康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