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崇拜 2021年 3月 13日 



崇拜程序 

主席 : 陳家弘  司琴 :  周德恩 

講員 : 林世璋傳道  影音 :  張卓亨   蔣展立          

             直播小組 

     

宣召 :   主席 

唱詩 : 祢成就救恩 

天國近了 

有了祢異象 

走出曠野 

 會眾 

 

講道 : 做個蒙主稱讚的人  

(太 25：14–30) 

 林世璋傳道 

回應詩 : 有了祢異象  會眾 

奉獻 :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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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允強傳道   郭麗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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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一個及第三個週三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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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址 church@yanlamchurch.org 網址︰ www.yanlamchurch.org 

http://www.yanlamchurch.org/


【祢成就救恩】詩集：祂使我歌唱，9 
 

是祢寧下降凡塵， 

拋開尊貴甘心犧牲， 

十架難囚禁主大能， 

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 
 

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 

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子， 

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 

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祢是王。 
 

【天國近了】詩集：TWS 原創歌譜，6   
 

全世界永高舉榮耀我主， 

萬世之王， 

全世界愛高舉傳頌我主， 

跪拜耶穌，存真心，口讚頌， 

呈冠冕，心獻奉， 

盡心一意地敬拜。 
 

神是我主，配得敬拜， 

全地跪拜主，眾心獻上， 

耶穌榮耀君王， 

全地歌唱諸天和應。 
 

天國近了，我心悔改， 

天國近了，我心讚頌， 

齊虛心、哀慟、溫柔渴慕我主， 

渴慕天國敬拜（臨近）。 

 

【有了祢異象】曲、詞：列錦基 

詩集：團契遊樂園 6 - 揀選，27 
 

能在俗世裡面看清祢路向， 

就算風雨飄搖仍堅守理想， 

有了祢異象，視線闊又長， 

突破灰色地帶，明辦真相。 
 

能在面對壓力全心獻頌唱， 

就算多少艱難仍擔起創傷， 

有了祢異象，未怕窄路長， 

卻要找緊光陰，堅守信仰。 
 

領受異象尋求真光照亮， 

任世界怎麼變也從未變樣， 

善用祢恩賜將一生擺上， 

用愛打破隔膜圍牆。 
 

領受異象尋求忠心善良， 

願見証主真理我全力向上， 

莫問祢賞賜，將福音分享， 

為祢收割世上禾場。 

 

【走出曠野】曲、詞：DJS 
詩集：同證主美意 
 

烈日裡呼求，領我走出曠野， 

神導引，救贖已擺在面前， 

但望向迦南，沿路多少凶險， 

誰應許這地美善也甘甜； 

步伐再拖延，已褪色的意志， 

求突破，放下昨天軟弱時， 

站在壓迫前，重拾祢的恩典， 

離開抖顫，靠上帝同在擴展。 
 

副歌 1： 

帶著信心，起來，跟隨，終會遇見， 

神話語，以信實來兌現， 

晝夜要思念，遵行一切律法， 

前或退，腳步沒有偏差； 

闊步壯膽，起來，剛強，不要懼怕， 

無論往，哪地亦能高攀， 

看上帝旌旗飄揚，真理實踐， 

延續這使命，讓祢差遣， 

行出佳美路線。 
 

邁步進迦南，以決心挑戰， 

神導引，約櫃已走在面前， 

斷絕眾水流，停住約旦河， 



離開漂泊，願靠上帝掌舵； 

靜默裡繞城，聽角聲呼應， 

憑著信，盼望再經歷傳奇， 

奉上帝的名，前路快將開啟， 

齊聲呼喊，看吧城牆在塌毁。 
 

副歌 2： 

帶著信心，起來，跟隨，終會遇見， 

神話語，以信實來兌現， 

晝夜要思念，遵行一切律法， 

前或退，腳步沒有偏差； 

闊步壯膽，起來，剛強，不要懼怕， 

無論往，哪地亦能高攀， 

看上帝旌旗飄揚，真理實踐， 

延續這使命，讓祢差遣， 
 

過門： 

領略祢心意，靠著祢爭戰， 

竭力委身，邁步踏出疆界， 

直到世界終結，各地也響應， 

靠著祢得勝，仰賴救主， 

舉手放聲呼喊，迎向世界挑戰。 
 

副歌 1： 

帶著信心，起來，跟隨，終會遇見， 

神話語，以信實來兌現， 

晝夜要思念，遵行一切律法， 

前或退，腳步沒有偏差； 

闊步壯膽，起來，剛強，不要懼怕， 

無論往，哪地亦能高攀， 

看上帝旌旗飄揚，真理實踐， 

延續這使命，讓祢差遣， 

行出佳美路線。 

 

 

 

 

 

 

 

 

 

 

 

 

 

 

 

 

 

 

 

 

 

 

 

 

 

 

 

 

 

 

 

 

 

 

 

 

 

 

 

 

 

 

 

 

 



講道大綱 

一. 講題：做個蒙主稱讚的人 

二. 經文：太 25：14-30 

三. 大綱： 

1. 我們要學做甘心的僕人 

太 25:15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 

 

2. 我們要學做忠心的僕人 

太 25:16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 

太 25:17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 

 

3. 我們要學做良善的僕人 

太 25:24-25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 

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 

埋藏在地裡。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 

太 25:20  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 

太 25:22  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 

瑪 1: 2   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 

太 25: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四. 回應： 

1. 你滿足於上帝給你的那一份嗎？ 

2. 你能相信上帝給你足夠能力完成使命嗎？ 

3. 我們有否一顆熱切的心願意每一刻都為主所用？ 

4. 你時常與你的主保持親密的關係嗎？ 

5. 你相信上帝賜給你的都是最好的嗎？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本堂網上直播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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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記錄 請弟兄姊妹填交直播崇拜出席記錄表格（電子表格連結：

https://qrgo.page.link/jBFPf ），以便統計出席人數，而會員必須

在今年 1-12 月出席至少 12 次崇拜，才可獲得確認為 2022 年之投票

會員資格。敬請留意，多謝合作！ 

 

 

3. 致    謝 我們多謝林世璋傳道（靈命日糧事工發展主任）今日蒞臨講道，

願神祝福和報答他的事奉。 

 

 

4. 祈 禱 會 教會將於 3 月 17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網上祈禱會，歡迎弟兄

姊妹同心參加。網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會議 ID：769 752 

4938；密碼：339305。 

 

 

5. 親子繪本 教會將舉行「親子繪本閱讀空間」，歡迎所有愛書的家長及小朋友

參加，費用全免，名額有限，請提早報名。詳情如下：  
 

親子繪本閱讀空間 

日期：3 月 17 日起，逢星期三開放，時間：上午 10 時-12 時 30 分 
2 

嬰幼兒閱讀講座--讀與玩 

日期：3 月 21 日（主日），時間：下午 2 時--4 時，講者：柯佳列(綠

腳丫創辦人及大學客席講師 
 

Super Mama 傾下計--讓嬰幼兒輕鬆地愛上故事和自主學習 

日期：3 月 28 日（主日），時間：下午 2-4 時，講者：Carrie 媽媽 

（教育碩士、兩子之母、寄養家庭） 
 

備註：活動視乎政府的防疫措施，而確定實際安排，敬請留意網頁

的消息。 

查詢或報名，請致電 26918105，或聯絡郭姑娘。 

 

 

 

 

https://qrgo.page.link/jBFPf
https://qrgo.page.link/X9cvx


 

6. 生命主場 傳道部定於 3 月 26 日（星期五）晚上 8 時-9 時 30 分舉行「生命主

場」分享晚會，分享嘉賓：陳兆焯校長（正生書院校長），內容：

職場見證，生命教育，歡迎踴躍邀請在職信徒、同事、老師、家長 

及有興趣的人士參加！ 

網聚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會議 ID：769 752 4938， 

密碼：339305。 

如有查詢，請聯絡彭牧師、陳傳賢弟兄。 

 

 

7. 信仰講座 我們將於 6 月 6 日下午 2 時 30 分-4 時 30 分舉行信仰講座，講員：

郭文池博士（播道神學院院長），適合信徒和慕道朋友參加，歡迎

弟兄姊妹預先提供問題。 
  

 

8. 牧者消息 翁姑娘現正放病假，暫定於 3 月 23 日恢復當值，敬請代禱記念！

為了讓翁姑娘安心休養，如有需要，請聯絡彭牧師，多謝合作！ 

 

 

9.  暫  停 

實體聚會 

 

 

 

響應政府的防疫法例，本堂暫停全部實體聚會，其中普通話崇拜和

早堂崇拜將暫停聚會，其他改為網上聚會，詳情如下： 

 

少年成長計劃：網上課堂 

日期：星期六（暫停） 

時間：下午 3-4 時 

連結：https://qrgo.page.link/XUwSX 

會議 ID：845 5695 2193 

密碼：891337 

 

青少崇拜：直播 

日期：星期六 

時間：下午 3 時-4 時 15 分 

連結：https://qrgo.page.link/oYRnh 

 

 

 

 

 

https://qrgo.page.link/X9cvx
https://qrgo.page.link/XUwSX
https://qrgo.page.link/oYRnh


 

以利沙團：網上聚會 

日期：星期六 

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6 時 

連結：團契安排 

 

迦南團：網上聚會 

日期：星期六 

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6 時 

連結：團契安排 

 

初小視像崇拜 

日期：主日 

時間：早上 9 時 45 分至 10 時 30 分 

對象：小一至小三 

連結：https://qrgo.page.link/AMGbj 

會議 ID：811 5271 1337 

密碼：609367 

 

高小視像崇拜 

日期：主日 

時間：早上 9 時 30 分至 10 時 45 分 

對象：小四至小五 

連結：https://qrgo.page.link/iyBt6 

會議 ID：904 844 4688 

密碼：hcKf6m 

 

幼兒視像崇拜 

日期：主日 

時間：早上 10 時至 10 時 30 分 

對象：K1-K3 

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 

會議 ID：769 752 4938 

密碼：339305 

https://qrgo.page.link/AMGbj
https://qrgo.page.link/iyBt6
https://qrgo.page.link/X9cvx


 

少年天地：網上課堂 

日期：主日 

時間：上午 10 時-10 時 45 分 

對象：小六-中三 

 

連結：https://qrgo.page.link/XUwSX 

會議 ID：885 0698 4048 

密碼：348827 

 

午堂崇拜：直播 

日期：主日 

時間：上午 11 時-12 時 30 分 

連結：https://qrgo.page.link/oYRnh 

 

祈 禱 會 

日期：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三 

時間：晚上 8 時-9 時 30 分 

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 

會議 ID：769 752 4938 

密碼：3393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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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qrgo.page.link/XUwSX
https://qrgo.page.link/oYRnh
https://qrgo.page.link/X9c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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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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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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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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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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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00 486,109 128,000 15,000 5,000 

累計  616,511 38,300  4,700 1,200 5,000 

尚欠  3,183,489 447,809  123,300  13,800 --- 
 

 
 
 

項目 年度 差傳 神學生 撒馬利亞 信徒進修 

目標 3,800,000 486,109 128,000 15,000 5,000 

累計  596,851 37,200  4,700 1,200 200 

尚欠  3,203,149 448,909  123,300  13,800 4,800 
 

13. 上週記錄 在 3 月 8 ~ 12 日（週五下午 1 時），錄得各項奉獻如下： 
 

出席人數 青少崇：30 主日崇拜直播：109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十一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信徒 

進修 

各堂獻金 62,175 1,500 3,400 200 4,800 

記名奉獻 31 人 2 人 4 人 1 人 1 人 
 

 

14. 下週安排 崇拜 直播崇拜 

講員 彭喜清牧師 

主席 張偉聰先生 

司琴 朱曉陶 

影音 吳景祥   張重言   直播小組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捐 血 日：感謝神保守上週主日的捐血活動，招聚了約 50 位有心的弟兄姊 

妹和社區人士參與，其中 39 人成功捐血，補充血庫的急切需要， 

藉此凝聚愛心，燃點社區。 

2. 執事會議：執事會將於今日下午舉行每月會議，求神加添智慧和能力給牧 

 者和執事團隊。 

 

二 .  敬拜部  

3. 嘉賓講員：感謝神帶領林世璋傳道今週蒞臨講道，願我們建立靈命的好習 

     壞，成為蒙主稱讚的人！ 

4. 更新器材：請為教會更新禮堂的音響器材代禱，藉此改善直播崇拜的效果， 

          獻上美好的敬拜給神。 

 

三 .  教育部  

1. 親子繪本：求神帶領「親子繪本閱讀空間」的宣傳和籌備工作，招聚愛書 

的家長和孩子參加，祝福社區的家庭！ 

2. 浸宣課程：浸宣恩典聖經神學院現正進行 2021 年春季課程現正招生，課程 

         包括：從腦到心；情緒神學；系統神學：聖經論、神論；教會 

的領導與管理。請代禱記念！ 

 

四 .  傳道部  

1. 生命主場：求神鼓勵弟兄姊妹踴躍邀請同事和親友參加 3 月 26 日的生命主 

    場聚會，藉著陳兆焯校長的見證，更多認識信仰和職場的使命！ 

2. 喜 陽 陽：感謝神保守喜陽陽宣教士順利完成防疫隔離，已經平安回到工 

場，當地的天氣也回復晴朗及暖和，而她亦已開始重投教學工 

作。請代禱支持！ 

3. 日    本：上週三是日本 311 地震十周年，請代禱記念，求神安慰受災家 

 屬的心靈，保守當地的重建工作、浸宣的教會及來自各國的宣 

教士！ 

4. 緬    甸：請為緬甸的局勢祈禱，願當地減少衝突和傷亡，保守浸宣在當 

     地的教會及兒童之家，以免影響通訊及糧食供應。 



5. 委內瑞拉：求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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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見證，傳揚福音。 

6. 英    國：願神眷顧關先生和何姑娘一家在英國的生活，在疫情中蒙神保 

守健康，生活、學業和事奉。他們的代禱內容如下： 

a. 由於香港新來英人士開始增多，教會在年初三開展新的粵

語堂，祈禱主施恩使用，使抵步的信徒有一個屬靈的家。 

b. 求主開未認識主的家庭的眼睛，能在這轉變中，有空間思

考生命和信仰，得聞福音，歸主得救。 

c. 求主使疫情受控，禁令解除，市民恢復正常生活，學生復

課，好讓外展福音工作（餐福、學生）得以開展。 

 

五 .  團契部  

1. 高考肢體：請代禱支持以利沙團的高考肢體，願神保守他們的健康和心靈， 

 領受從神而來的動力、智慧和平安，免除一切不必要的壓力，忠 

 心盡力地溫習！ 

 

六 .  肢體  

1. 翁姑娘的傷口上週突然出現劇痛，經過覆診及服用特強止痛消炎藥，情況

已經穩定，請代禱記念，求神保守翁姑娘的休養和康復！ 

2. 求神眷顧身體需要治療及康復的弟兄姊妹和家人，包括：阿卓姊妹的父親、  

陳喬萍姊妹、雪萍的媽媽、 Fion 的父親、Cherry 的父親、黎英姊妹、清

泉的媽媽、敏清的爸爸、貴強。同時，請繼續記念懷孕的 Carrie 和 Catrina！ 

3. 願神記念本堂任職醫療人員的肢體，保護他們的健康，祝福他們的工作！ 

4. 求神堅固經濟受到疫情影響的弟兄姊妹，帶領他們智慧地應變，供應他們 

 的需要！ 

5. 願神保守在國內和海外工作或留學的弟兄姊妹，身心健康，生活有力！ 

 

七 .  香港  
 

1. 請繼續代禱守望香港的防疫工作，減少社區的傳染，保守疫苗接種的安全。 

2. 願政府正面地回應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作出適當調整，照顧社會各界

的利益，尤其是基層市民的需要！ 

3. 近日有關國安法案件檢控及政改方案，引起社會和國際的關注，請代禱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