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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 李友文姑娘  影音 : 張卓亨   蔣展立 

司事 : 劉珈銘   梁臻詠  直播小組 

         

     

宣召 :   主席 

唱詩 : 萬有都歸祢 

祢讓我生命改變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讓祢大能改變我 

 會眾 

 

講道 : 似是而非的信仰（約 3：1–15） 李友文姑娘 

回應詩 : 讓祢大能改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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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有都歸祢】 
曲、 詞：張樺 

詩集：同心圓‧Listen 聆聽，2 
 

祢是榮耀，至美尊崇， 

萬有都歸於祢名下， 

配受傳頌，至偉至聖尊貴， 

願讚揚，獨有主美善的真諦。 
 

齊向祢舉手傳揚， 

神的犧牲與十架，  

同頌祢深厚大愛， 

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 
 

原是祢恩典降臨， 

眾山海都震撼呼應， 

讓我靈，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到萬世。 

讓我靈，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到萬世。 
 

【祢讓我生命改變】 

詩集：祢是王，26    曲、詞：陳芳榮 
 

祢恩典豐富極深厚，每天保守， 

每一刻供應是足夠， 

夜深和白晝。 
 

頌讚祢，讓我生命改變， 

每刻在引牽，頌讚祢， 

萬世千載不變，身心皆奉獻。 
 

祢施恩普世像天雨，傾福於世間，

細心的把我在看顧，關心無間。 
 

憐憫我，讓我生命改變， 

愛心日倍添，願靠祢， 

面對新的挑戰，身心皆奉獻。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詩集：榮美冠冕，8    曲 / 詞：霍志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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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祢大能改變我】 
詩集：頌樂樂，16 
 

願聖靈此刻充滿我， 

觸摸心裡的一切苦楚； 

真理亮光此刻光照著我， 

願祢大能改變我。 
 

如風吹拂甦醒著我， 

如水滋養我乾渴心窩； 

如火的溫暖再度燃亮我， 

願祢大能改變我。 
 

 

 



講道大綱 

一. 講題：似是而非的信仰 

二. 經文：約 3：1–15 

三. 主旨：透過經文呈現的信息，喚醒信徒重新正視重生在屬靈生命追求 

      的重要性。 

四. 金句：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上帝的國。」(約 3：3) 

五. 大綱： 

1. 尼哥德慕的信念 

一字一句按照聖經所言遵行，熱心追尋認識關於上帝的事，  

靠一己之力賺取救恩 

 

2.  耶穌的信念 

人需常常省察，保持潔淨的心思意念，靠賴聖靈動工更新， 

領取救恩，進入神國 

 

3.  進入神國的途徑 (人當作的部分) 

知  罪 - 以上帝的觀點作判斷的準則而非以自己的喜好作標準 

仰望主 – 專注地仰望主，反思三種關係 : 我與上帝、我與自己、 

我與群體，讓聖靈在反思中轉化更新人的意念。 

 

六. 回應： 

1. 重生是聖靈使人屬靈生命轉化更新的工作，非由人靠己力爭取，然

而，我們需留意，不要阻攔聖靈的工作，要配合聖靈的工作。透過專

注仰望主，反思我們與上帝、與自己、與群體的關係，保持心靈清潔，

配合聖靈帶給我們的更生。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歡迎蒞臨參加現場實體或網上直播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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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弟兄姊妹填交實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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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聚會 實體聚會：政府已放寬宗教場所的社交距離措施，聚會名額為可容

納人數之三成，本堂定於 4 月開始逐步恢復實體聚會，由於聚會的

名額有限，禮堂的名額為 50 人，請填交報名表格，以便統計人數

及安排聚會。電子報名表格：https://qrgo.page.link/WiYJR。 
 

崇拜直播：恢復實體聚會之後，週六青少崇拜及主日午堂崇拜，將

保持同步直播，以供未能出席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參加。 
 

青少崇拜：4 月 10 日開始逢週六下午 3 時-4 時 30 分，名額：40 人 
 

少年成長計劃：4 月 10 日開始逢週六下午 3 時-5 時，名額：課室

可容納人數之三成 
 

青少團契 / 小組：4 月 10 日開始逢週六下午 4 時 30 分-6 時 30 分，

名額：課室可容納人數之三成 
 

早堂崇拜：4 月 11 日開始逢主日上午 9 時 15 分-10 時 30 分，名額：

40 人。 

為了達到分流的效果，請弟兄姊妹盡量出席早堂崇拜，以便騰出午

堂的座位給兒童主日學的家長。 
 

午堂崇拜：4 月 11 日開始逢主日上午 11 時-下午 12 時 30 分，名額：

40 人 
 

兒童主日學、少年主日學：4 月 11 日開始逢主日上午 11 時-下午

12 時 30 分，名額：課室可容納人數之三成 
 

普通話崇拜：4 月 17 日開始逢週六下午 6 時-7 時，名額：40 人 
 

衛生指引：參加者必須遵守聚會的衛生措施，包括：登記出席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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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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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到場：請參加者提前到達教會，以便保持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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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個獨立座位，

分為家庭座、會眾座及個人座，請參加者按照標示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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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座：禮堂中間兩排座位的每個座位附設安全鄰座（一張空櫈：

貼上「×」的標示），讓會眾隔位而坐，藉此保持適當的衛生距離。  
 

個人座：禮堂右側擺放單行獨立座位，歡迎個別肢體入座。 

  

4. 堂慶崇拜 教會將於 4 月 25 日舉行堂慶主日崇拜，敬請預留時間，同心出席！ 

 

 

5. 信仰講座 教會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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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牧者消息 郭姑娘於 1 月底向教會辭職，將於 4 月 21-30 日休假，5 月 1 日離

任。我們多謝郭姑娘對教會的貢獻，願神親自報答，帶領及祝福她

未來的事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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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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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801  45,200   7,450   4,250 10,000 

尚欠 2,459,199 440,909  120,550  10,750 (5,000) 
 

 

9. 上週記錄 在 4 月 7 - 9 日（下午五時），錄得各項奉獻如下： 
 

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直播：137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十一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慈惠 

各堂獻金 51,170 9,500 1,500 500 3,050 

記名奉獻 18 人 7 人 3 人 1 人 1 人 
 

 

10. 下週安排 崇拜 青少崇拜 / 直播 

講員 翁鏡開姑娘 

主席 陳家弘 

司琴 朱曉陶 

和唱 梁臻悅 

司事 劉珈銘   梁臻詠 

影音 吳景祥   張重言   直播小組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執 事 會：執事會將於明日下午舉行會議，求神帶領及加力給牧執團隊。 

 

2. 財務小組：財務小組將進行奉獻收據的預備工作，請代禱支持！ 

 

二 .  敬拜部  

1. 恢復聚會：求神招聚弟兄姊妹和事奉人員同心恢復實體崇拜，同時保守直 

     播崇拜，一起獻上神所喜悅的敬拜！ 

 

2. 音響系統：教會新購的音響系統，將於下週安裝及啟用，求神幫助影音人 

       員學習和適應新系統的操作，讓現場和直播崇拜順暢進行。 

 

三 .  教育部  

1. 實體課堂：幼兒、初小、高小及少年主日學，將於 4 月 11 日恢復實體課堂， 

求神幫助導師、家長和孩子的適應，一起愉快和平安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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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受浸課程：請代禱支持茁苗和性格重整課程的參加者，並為下一階段的課 

程的籌備工作代禱。 

 

四 .  傳道部  

1. 佈道講座：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報名參加短宣中心於 4 月 17 日(六) 舉辦之 

「務要傳道‧實踐有法」個人佈道訓練講座，藉此增強個人佈道 

的心志、技巧和能力，從而有效地實踐「關懷社區‧佈道結果」 

的年度目標。 

 

2.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的三月份代禱內容如下，請代禱支持！ 
 

a. 感恩，自從停了甲亢藥後，身體沒有不良的反應，體驗報 



 告結果：甲狀腺和肝腎功能都正常。但由於是家族性遺 

 傳，所以也會有復發的機會，要特別注意自己的情緒和 

 壓力，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有助控制復發的機會。 
 

b. 感恩，返回工埸當天一切順利平安，無論個人身體狀況、 

領取檢測報告、交通、天氣、過關入境、分配隔離地區都

十分順利理想。 
 

c. 求父幫助山村幼兒園廁所改建工程，讓合作單位能盡快落 

 實改建校廁工程 承辦商後，於四月前能順利進行施工。 
 

d.  求父保守帶領好姊妹搭擋，在 3 月 21 日回工場的行程中 

     能順利平安，4 月初能返回山城與我們會合。 
 

e. 求父幫助我們把祂的話放在心裡，留心聽主的吩咐，讓我 

 們心靈回復健康強壯，專一地愛祂、一生事奉祂。 

 

3. 台    灣：請代禱記念台灣鐵路災禍的善後工作，求神賜下安慰和醫治！ 

 

4. 緬    甸：緬甸的局勢惡化，傷亡人數日增，情況令人慘不忍睹！請同心 

       代禱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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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已開展新的粵語崇

拜，願主施恩使用，使抵步的信徒歸屬一個屬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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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家茵、家洛、俊賢、天 

       韻、泓宇、An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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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少年計劃：感謝神帶領少年成長計劃恢復實體學習，並且招聚了 9 位來自駿 

洋邨的參加者，求神保守每一位少年人投入學習，加添力量給翁姑 

娘及各位導師。 

2.  

六 .  肢體  

1. 方來弟兄（迦勒小組的長者）日前疑患眼中風，已經出院，將需接受掃描

檢查，求主保守和醫治！ 

 

2. Barbara 的媽媽上週不適入院，確診輕微中風，已經回家休息。求神保守伯

母身體康復，堅固她的信心，早日接受水禮！ 

 

3. 求神眷顧身體需要治療及康復的弟兄姊妹和家人，包括：Jack 的爸爸

Brenda 的爸爸、阿卓的父親、雪萍的媽媽、Fion 的父親、黎英姊妹、貴強、

黎冠輝弟兄。同時，請繼續記念懷孕的 Carrie 和 Catrina！ 

 

4.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已經在上週公布結果，請為本堂主日學及少年成長計劃

的小六學生代禱，求神帶領他們升讀合適的中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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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求神憐憫經濟受到疫情影響的弟兄姊妹，堅固他們的信心，帶領他們智慧 

 地應變，供應他們的需要！ 

 

7. 願神保守在國內和海外工作或留學的肢體和親友，身心健康，生活有力！ 

 

七 .  香港疫情  
 

1. 政府已經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並於復活節假期之後進一步調整學校面授課

堂，願神保守社區各界配合有關措施，使疫情持續緩和，早日邁向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