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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守望】曲、詞：袁卓瀚
基恩敬拜音樂專輯：明天祢為我掌舵，12

能齊集這裏已是恩典，
同於這刻來到主的寶座前，
述說主的一切奇妙作為，
同讓生命成為頌讚主的詩篇。
你們似天君天使如眾山般圍著我。
甜與苦，笑與淚，也都一起跨過。
因基督的愛才令我們相愛，
難關再難過也互相守望，
這是主的愛。

【回到家裡】曲

/ 詞：鄧淑儀
基恩敬拜專輯：回到家裡，6

頌讚主的愛，為我釘十架，
流出寶血，洗淨我罪，
赦免我一切過犯。
十架上的主，潔淨我比雪更白，
今天站立於祢面前，
再跪下述說祢恩典。
讚頌我主偉大！救贖世人，
靠祢全然得勝；讚頌我主，
讓我回到家裡，安穩再無懼怕。

【不變的應許】(國)
新音樂敬拜創作事工

曲、詞：李藹兒
專輯：討祢喜悅，9

耶穌懇求祢以大能覆庇我，
祢的話語再一次堅固我，
絕望和孤單不斷的追趕著我，
祢卻是風雨中的避難所。
耶穌唯有祢了解我憂傷難過，
祢釘痕手安慰我，擁抱我，
擦乾我眼淚，醫治了我的傷痛，
用信心重新開啟我的眼光。#
耶穌感謝祢一路上牽引著我，

十架的路祢與我一起走過，
祢走在我前頭，鼓勵我不要退縮，
因祢在創世以前揀選了我。#
#原來哭有時，歡笑有時，
過去所經歷的困難，
更讓我看到祢的信實。
學會保留有時，放手有時，
我選擇相信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祢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
在這時候縱使我看不透。
祢必引領我走進豐盛廣闊之地，
祢恩典總夠我用。#
(終於學會保留有時，放手有時，
我選擇相信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我生命所有都交託在祢的手裏。)

【願我屈膝祢跟前】曲、詞：徐沛昕
詩集：團契遊樂園 9，信心之火

主！願我屈膝於祢跟前，
主！願我的心敞開。
我願能尋覓祢，安躺於主手裡，
願祢能扶助我引導我禱。
主！願祢的光普照世上。
主！願萬口向祢稱讚。盼望神憐憫，
我這麼不配，願祢能聆聽我這禱告。
神啊！祢恩典萬般豐盛，澆灌了我
心窩，請祢導引我的心全屬於祢，
我舉起雙手為要單單稱頌祢，
願祢能陶造我潔淨我心。
副歌：
*求我的一生被主使用，
並時常尋見祢，瞻仰十架。
遇見主奇妙的愛，
願作祢僕人侍主一生不枉過，
願聖靈常在我內心指引。*

是祢的大愛，深深觸動我，
助我脫離罪惡，渡過黑暗；
願我的心每天，緊緊跟隨祢，
願我一生所有，永屬我主。
神啊！祢恩典萬般豐盛，
澆灌了我心窩，
請祢導引我的心全屬於祢，
我舉起雙手為要單單稱頌祢，
願祢能陶造我潔淨我心。

【靠主誇勝】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詩集：恩典充滿這地，7
曲：鄧淑儀 詞：李嘉琪

參考經文：羅 12：1

求主讓我心不再被迷惑，
罪惡於黑暗中張羅，
尋找可吞吃的心，
務要警醒、謹守，不再被困，
當倚靠主基督，困厄定能誇勝！
來獻上活祭，是聖潔的，
是祢所喜悅的敬拜，
盡力、盡性、盡意愛主，
竭力一生頌讚祢。

講道大綱
一. 講題：瘟疫的審判-從天降鵪鶉反思貪慾
二. 經文：民 11：31–35
三. 大綱：
I. 關於鵪鶉的背景 (出 16:4-13)
6 摩西、亞倫對以色列眾人說：「到了晚上，你們要知道是耶和華將你們
從埃及地領出來的。 7 早晨，你們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因為耶和華聽
見你們向他所發的怨言了。我們算甚麼，你們竟向我們發怨言呢？」 8 摩
西又說：「耶和華晚上必給你們肉吃，早晨必給你們食物得飽，因為你們
向耶和華發的怨言，他都聽見了。我們算甚麼？你們的怨言不是向我們發
的，乃是向耶和華發的。」9 摩西對亞倫說：
「你告訴以色列全會眾說：
『你
們就近耶和華面前，因為他已經聽見你們的怨言了。』」 10 亞倫正對以
色列全會眾說話的時候，他們向曠野觀看，不料，耶和華的榮光在雲中顯
現。1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12 「我已經聽見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訴
他們說：『到黃昏的時候，你們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飽，你們就知道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13 到了晚上，有鵪鶉飛來，遮滿了營。早晨，
在營四圍的地上有露水。

II. 神蹟供應人的追求 (民 11:31)
31 有風從耶和華那裏颳起，把鵪鶉由海面颳來，飛散在營邊和營的
四圍；這邊約有一天的路程，那邊約有一天的路程，離地面約有二肘。

III. 貪婪驅使囤積 (民 11:32)
32 百姓起來，終日終夜，並次日一整天，捕取鵪鶉，至少的也取
了十賀梅珥，為自己擺列在營的四圍。

IV. 嚴重瘟疫的審判 (民 11:33-35)
33 肉在他們牙齒之間，尚未嚼爛，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他們發作，用最重的
災殃擊殺了他們。 34 那地方便叫作基博羅哈他瓦，因為他們在那裏葬埋那
起貪慾之心的人。35 百姓從基博羅哈他瓦走到哈洗錄，就住在哈洗錄。

四.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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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謝

我們多謝彭家業博士（恩福神學院副院長）今日蒞臨講道，願神祝福
和報答他的事奉！

3.

恢復崇拜

本堂恢復午堂崇拜，聚會時期：上午 11 時--下時 12 時 30 分。為了防
疫，我們宜謹慎保持適當的衛生措施，採取分階段恢復聚會，暫時只
恢復午堂崇拜和部份小組聚會，直至另行通知。衛生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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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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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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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將於主日上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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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普通話崇拜

本堂的普通話崇拜已經恢復聚會，聚會時期：週六下午 6 時-7 時，下
週講員：廖金源牧師（天道書樓總幹事），歡迎參加。如有查詢，請
聯絡李友文姑娘。

5.

青少崇拜

我們將於 6 月 13 日恢復青少崇拜，聚會時期：週六下午 3 時-4 時 30
分，講員：郭麗儀姑娘，歡迎本堂的青少年參加。如有查詢，請聯絡
翁鏡開姑娘。

6.

出席記錄

請參加現場或直播崇拜的弟兄姊妹，每週填寫出席記錄或「 網上崇

拜出席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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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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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喜 陽 陽

喜陽陽宣教士將於 6 月 11 日重返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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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萬元，尚欠：18 萬元。

9.

宣 禱 會

10.浸宣課程

宣禱會將於 6 月 10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歡迎同心出席，一
起代禱支持喜陽陽、鄺文偉傳道、龍維耐醫生、劉國威牧師、梅保
羅牧師、冼錦光牧師、Pastor Ruel 等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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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恩雨堂或 Zoom 網上教學 （視乎疫情）
報名：修讀學分者，請登入神學院網頁 gbs.org.hk，
查詢：2336 8400

11.畢業典禮

感謝神的恩典，關自創先生（本堂實習神學生）之神學畢業典禮，
將於 6 月 19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假九龍城浸信會舉行，歡迎
弟兄姊妹出席，同頌主恩！

12.音樂聚會

角聲使團將於 6 月 25 日（星期四）晚上 8 時舉行 25 週年網上音樂
會，歡迎弟兄姊妹在網上連線，以禱告和敬拜，一起與主相遇！

13.姊妹日營

浸宣聯會將於 6 月 27 日（星期六）舉行姊妹日營，歡迎姊妹報名參
加。詳情如下：
主題：慢活身心靈
時間：9:30 - 16:30
地點：恩霖堂
收費：20 元，長者 10 元
對象：15 歲以上女士
服飾：穿著輕便舒適衣服及運動鞋
查詢：李友文姑娘

14.奉獻收據

財務小組已經完成 2019-2020 奉獻收據，由於教會現在暫停開放，同
工已按現存的地址記錄郵寄大部份收據，尚餘部份收據，有待領取，
請有關的弟兄姊妹致電教會，與同工聯絡，安排交收的方法（郵寄、
電郵、傳真）。

15.奉獻來源

教會於 5 月 1 日收到一項 5,000 元的奉獻，暫時未能確定奉獻者的資
料，請有關奉獻者聯絡教會同工 Fanda，電話：26918105，以便辦理奉
獻記錄及收據。多謝合作！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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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奉獻目標

18.上週記錄

19.下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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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265

45,600

12,900

5,700

5,100

尚欠

2,073,735

441,400

108,100

9,300

(100)

出席人數

午堂：58 人

參加直播人數：115 人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差傳

各堂獻金

92,472

3,900

2,200

記名奉獻

16 人

8人

4人

崇拜

午堂

講員

郭麗儀姑娘

主席

梁振江

司琴

馮嘉安

和唱
司事
影音

許惠娟
甘露薇

鄧佩華

王志堅

鍾綺明
盧國洪 陳素琼
劉康龍

潘詠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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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教會一直在物色一位主責兒童及家庭
事工的牧者，牧執團隊經過祈禱和約見，最近已發出邀請。請弟兄
姊妹同心祈禱，一起印證神的心意，確定合適的牧者人選，牧養主
羊，建立神家。

3. 閱讀中心：本堂舉辦的智和白普理閱讀中心，已經恢復開放，求神保守管理員
和會員的平安，藉此發揮社區服務的見證。

二. 敬拜部
1. 恢復崇拜：感謝神讓我們恢復午堂崇拜、普通話崇拜、到青少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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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陽陽定於 6 月 11 日重返工場，請同心代禱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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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父保守我在返回工場前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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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文偉傳道計劃於 6 月 12 日乘內陸機離開 Maracaibo，前往首都
Caracas，完成餘下任務，並暫定於 7 月 14 日乘機回港，然而目前
仍然未能成功申請通行証，請大家為他申請通行証代禱，並繼續記
念他滯留委國的事奉。
其他代禱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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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再貶值，人民可以生活穩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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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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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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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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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求主使用本人是次的服事，成為當地教會的祝福。
h. 求主保守本人不在香港期間，家人安好。
i. 求主保守本人安全和健康。
期望於 6 月 12 日後，政府宣佈解封，我可以去十架港和
Caracas，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務，請大家禱告記念。
k. 記念 Maracaibo 教會早日找到合適的新堂。
j.

四. 教育部
1. 浸宣課程：浸宣恩典聖經神學院舉辦的「詩篇」課程，將於明晚開課，求神祝
福劉國威博士的教導及參加者的學習。

五. 團契部
1. 以利沙團：中三至中五的團友已經分階段復課，求神保守他們平安和愉快學習！
2. 大專肢體：迦南團的大專肢體，正忙著預備功課和考試，求神加添健康和智慧！
3. 小組聚會：部份小組已逐步恢復聚會，願神賜下平安和喜樂的相交生活。

4. 線上組聚：願神繼續帶領小組的線上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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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肢體
1. 翁姑娘的父親已順利完成清除腦積血的手術，在出院前一天，接受心肺的 CT
Scan，打算調整心臟科藥物，配合腦部的治療時，卻意外發現肺部有 3cm 的陰
影，三位醫生均懷疑是癌腫瘤。翁世伯已於週四進行了 PET Scan，將於明天聽
取醫生報告，確定肺部情況。請為翁世伯的身心和家人的心情祈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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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請代禱記念傳賢的媽媽、李姑娘的阿姨、曾會蓮婆婆、恩希小妹妹的康復！
4. 願我們繼續代禱守望在醫療界工作的弟兄姊妹，包括達昌、Susana、康龍、思
明、Winnie、文燕、Alex、Barbara、Joyce、彭師母、岑傳道的女兒。

5. 繼高中（中三至中五）之後，小四至中二將於 6 月 8 日復課， 請代禱守護本堂
的學生、家長和老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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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他們身體健康，心靈平安，工作順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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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
當香港的疫情穩定得到緩和，沙田瀝源邨祿泉樓卻發生 7 個本地感染個案，讓
我們同心代禱，求神醫治患者，止住源頭，堵截傳播鏈，安定社區居民的心靈！

2. 社會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香港國安法草案」，觸動香港及國際社會，影響深遠，
請同心代禱守望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