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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為要敬拜祢】(國)
讚美之泉專輯：將天敞開，5

【祢是我的一切
You Are My All In All】

開我的眼睛，讓我看見祢，祢榮美
1. 祢是我依靠的力量，祢是我尋求
彰顯吸引我心。開我的耳朵，讓我
的寶藏，祢是我的一切。
聽見祢，每句話都讓我更愛祢。
祢好比貴重的珍寶，我怎能放棄
副歌：
祢不要，祢是我的一切。
活著為要敬拜祢，活著為要全心來
愛祢，俯伏在祢榮耀中，祢的榮美， 2. 擔當我罪債和羞辱，死裡復活我
蒙救贖，祢是我的一切。
無人能及。活著為要敬拜祢，
我跌倒時祢扶持我，我靈乾渴祢
活著為要全心來愛祢，
充滿我，祢是我的一切。
永遠住在祢殿中，
副歌：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愛祢！
『耶穌，神羔羊，配得大讚美！』
Bridge：
1. You are my strength when I am
喔！我愛祢。喔！全心敬拜祢，
weak
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亞！
You are the treasure that I seek
我愛祢。喔！我愛祢。喔！
You are my all in all
全心敬拜祢。日夜不停歌唱，
Seeking You as a precious jewel
哈利路亞！我愛祢！我愛祢！
Lord, to give up I’d be a fool
You are my all in all
【聖靈充滿我】(國)
2. Taking my sin, my cross, my
曲、詞：松慕強
shame
聖靈，聖靈，我感謝祢，
Rising up again I bless Your
我知祢正在這裡。
name
聖靈，聖靈，我歡迎祢，
You are my all in all
祢同在充滿這地。
When I fall down You pick me
up
副歌：
When I am dry You fill my cup
基督復活坐寶座，賜下權柄，
You are my all in all
榮耀聖靈從天降臨。
[Chorus]
親愛聖靈再一次，充滿我心，
Jesus, Lamb of God
我需要有祢同行。
Worthy is Your name
Bridge：
Jesus, Lamb of God
充滿我，聖靈，充滿我，聖靈，
Worthy is Your name
現在充滿我的心。
充滿我，聖靈，充滿我，聖靈，
每天充滿我的靈。

【神祢極偉大
How Great Is Our GOD】

【祢真偉大
How Great Thou Art】

1. 尊貴榮耀君王，在全地之上，
願萬民都喜樂，全地都喜樂，
主祢滿有榮光，黑暗都躲藏，
萬民高聲唱，齊來高聲唱。

副歌：
我靈歌唱
祢真偉大
我靈歌唱
祢真偉大

2. 昔在永在君王，從今直到永遠，
祢從不曾改變，永存在天地間，
祢是三一真神，父子與聖靈，
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
副歌：
我神真偉大，歌頌祢聖名真偉大，
全地都看見，我神真偉大。
Bridge：
祢至聖尊名，配受大讚美，
全心歌頌，我神真偉大。
1. The splendor of a King, clothed in
majesty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All the earth rejoice, He wraps
himself in Light, and darkness
tries to hide, And trembles at His
voice, Trembles at His voice.
2. Age to age He stands, And time is
in His hands, Beginning and the
end,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Godhead Three in One. Father
Spirit Son, The Lion and the Lamb
The Lion and the Lamb.
Chorus：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Bridge：
Name above all names, Worthy of our
praise,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讚美救主我神
何等偉大
讚美救主我神
何等偉大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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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謝

4. 祈

禱 會

5. 信仰講座

我們多謝龍維耐醫生今日蒞臨講道，願神祝福及報答他的事奉！
下週三是公眾假期，祈禱會暫停舉行，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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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電子報名及問題收集表格，網上連
結：https://forms.gle/tqPRzZfveDP8jvm56 。

6. 姊妹聚會

浸宣聯會將於 6 月 26 日（星期六）舉行姊妹日營，主題：不確定
的人生--情緒壓力管理，講員：劉佩婷博士（美國註冊家庭治療師、
建道神學院輔導系助理教授及輔導系主任），謝安琪醫師（擁有西
醫碩士學位而從事特色正形治療的醫師，她於 2010 年創遊了「城
市健康事工」），對象：15 歲或以上女士，地點：浸信宣道會明基
堂（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商業中心 15 樓），費用：$ 20：。請到
接待處報名，查詢：請聯絡李姑娘。

7. 課室調動

因應政府的放寛社交措施，我們在 4 月中調動了主日學的課室安
排，經過一個月的嘗試，我們決定重新調動小學級和少年級的課
室。由明日開始，小學級將回到教會上課，初小級將在幼兒室上課，
而高小級將在聊天區（梳化位置）上課。至於少年級，則回復在 6
樓原來的課室上課。敬請家長留意！

8. 牧者消息

李友文姑娘於 5 月 1 日開始兼任兒童主日學的牧者，敬請支持。
張偉聰先生將於 5 月 30 日完成在本堂的實習事奉，敬請代禱。

9. 導師會議

教育部將於 5 月 23 日（主日）下午 2-3 時舉行兒童主日學導師會
議，敬請導師同心出席。如有查詢，請聯絡李友文姑娘、游文欣執
事。

10.奉獻收據

多謝財務小組的預備，20-21 年度的奉獻收據已經備妥，請弟兄姊
妹到教會的接待處領取。

11.恢復聚會

實體聚會：本堂將繼續按著 4 月份的放寬宗教場所社交距離措施而
恢復實體聚會，聚會名額為場地可容納人數之三成（30%），禮堂的
名額為 50 人。
預先報名：由於政府仍然限制聚會的名額，請預先為 5 月份的主日
崇拜和主日學報名，聚會當日假如仍有餘額，歡迎即場報名參加。
為免造成不便，請尚未報名的參加者預先查詢及報名，確定名額。
報名方法：請填交電子表格，表格連結：https://qrgo.page.link/BEp1G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918105，聯絡教會的同工或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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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下午 3 時-4 時 30 分，名額：40 人
少年成長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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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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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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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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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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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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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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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場地安排

由於政府只容許教會的聚會人數為場地可容納之三成（30%）
，為了
讓更多參加者可以參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學，我們恩霖堂定於 4 月 18
日開始作出以下的場地安排，敬請留意和配合。
1. 分流崇拜
請弟兄姊妹盡量出席早堂崇拜，以便達到分流作用，騰出午堂的座
位給㩦帶孩子參加主日學的家長。
2. 區間場地
a. 在主日上午 10 時 45 分至下午 12 時 45 分，除了禮堂、嬰幼課室
和辦公室之外，教會的場地將區間作為主日學用途。
b. 近於禮堂入口的嬰幼課室，將區間作為崇拜的副堂，以供照顧孩
子的家長，及有需要的肢體崇拜。

3. 改用通道
在主日上午 10 時 45 分至下午 12 時 45 分，請午堂崇拜的參加者改
用禮堂後方的側門進出，以減少對主日學的影響，而到時將有司事
在現場指示。
4. 調動課室
a. 幼兒天地：改在初小及高小天地的課室（鏡房）上課。
b. 小學天地：恢復在教會上課，初小天地改在幼兒室上課，高小天
地改在教會的聊天區（梳化椅的位置）上課
c. 少年天地：恢復在 6 樓的課室上課，地址：銀禧薈 6 樓 610A 室
（教樂研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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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賬時間：如果選用轉賬的方式奉獻，請留意銀行營業日的截數
時間，若是遲於截數時間，該奉獻款項的入賬日期將為銀行的下
一個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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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奉獻記錄

根據教會的奉獻記錄，仍有部份的奉獻未確定奉獻者的姓名，有關
的奉獻日期和金額如下，請弟兄姊妹自行核對，並致電 26918105，
跟 Fanda 姊妹確認，多謝合作。

奉 獻 日 期

金

額

14/4/2020

1,500

3/6/2020

500

7/6/2020

500

7/6/2020

500

26/7/2020

2,000

20/8/2020

2,900

19/10/2020

1,000

29/12/2020

15,000

3/1/2021

500

3/1/2021

500

9/1/2021

2,000

24/1/2021

500

6/3/2021

2,500

16/3/2021

300

13/4/2021

9,500

15.奉獻目標

16.上週記錄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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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109

128,000

15,000

5,000

累計

1,919,245

54,700

10,150

4,250

10,000

尚欠

1,880,755

431,409

117,850

10,750

---

在 5 月 10 - 14 日（下午五時），錄得各項奉獻如下：

出席人數

青少：33

普崇：22

早堂：43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十一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各堂獻金

42,128

1,700

1,000

1,000

記名奉獻

20 人

3人

2人

2人

崇拜

青少崇拜 / 直播

講員

岑允強傳道

主席

陳家弘

司琴 / 伴奏

周德恩

黃逸朗

和唱

張衍恩

司事

劉珈銘

影音

張卓亨

午堂：58

張展東

張重言

代 禱 欄

一. 行政部
1. 財務小組：感謝神使用財務小組的忠勤事奉，為我們預備年度的奉獻收據，
求神報答他們的事奉！

二. 敬拜部
1. 音響訓練：敬拜部將安排崇拜主席及敬拜隊的音響訓練，求神預備導師和
參加者的最合適時間。

三. 教育部
1. 調動課室：經過一個月的嘗試，小學級主日學將恢復在教會上課，初小級
將在幼兒室上課，而高小級將在聊天區（梳化位置）上課。求
神幫助學生、家長和導師的適應，保持良好的課堂秩序和學習。

2. 導師會議：我們為到兒童主日學導師的盡心事奉而感恩，求神帶領他們下
週的導師會議，促進交流，優化事奉。

四. 傳道部
1. 信仰講座：感謝神帶領郭文池擔任 6 月 6 日信仰講座的講員，求神招募弟
兄姊妹和慕道朋友踴躍參加，藉此更多認識基督教的信仰。

2. 喜 陽 陽：感謝神使用喜陽陽宣教士的服侍，她的四月份代禱內容如下：
a.

感恩，好搭擋已順利完成 14 日的集中醫學隔離，4 月 6
日下午平安返回山城，繼續 7 日居家健康管理，好好安頓
後繼續今年的新挑戰。

b.

感恩，今年能在山村幼兒園裡過快樂的生日，幼兒更為
我唱出中英文版的生日歌，把親手串成的玩具飾物戴在我
身上，晚上與兩位好姊妹同工共進晚餐。

c.

感恩，山村幼兒園廁所改建工程，合作單位已落實改建
校廁工程承辦商，三方經過幾個月來的討論後，到了最
後安排工程施工合同的簽署及蓋章，走政府審批流程等

步驟，求父保守工程可以於 4 月 19 日順利進行施工。
d.

求父幫助我們團隊有合一的心，願意看別人比自己強，
彼此順服聽主的吩咐，讓我們身心強壯有活潑的靈，專一
地愛主事奉主。

e.

求父吸引我們，讓我們更多地向祂禱告、仰望、專心尋求
祂的旨意，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心意；讓我們尋求滿足祂的
心，而不是滿足我們驕傲私慾的心；讓我們尋求滿足祂的
榮耀，而不是自己的虛榮浮名。

3. 英

國：請代禱記念關先生和何姑娘一家在英國的生活、學業和事奉，
願當地疫情受控，城市重開，讓他們能夠適時幫助和牧養最近
前往當地居住或升學的香港人，祝福他們新開展的粵語崇拜，
成為信徒一個屬靈的家。

4. 印

度：印度的疫情嚴重，感染和死亡人數眾多，請懇切代禱記念！

五. 團契部
1. 交流聚會：感謝神帶領委內瑞拉華人教會的青年肢體下週蒞臨參與迦南團的
交流聚會，彼此交流，互相燃點，關懷普世的跨文化使命。

2. 高考肢體：高考已經進入尾聲，請繼續代禱支持以利沙團的高考肢體。

六. 肢體
1. 周伯母（藹芸、靄明、靄萍的母親）的眼睛患黃斑點眼疾，嚴重影響視力
及生活，需要接受檢查和治療，請代禱記念！

2. 請繼續代禱記念身體需要康復的弟兄姊妹和家人，包括：Fiona 的媽媽
Karrie 的媽媽、陳素琼姊妹、黎英姊妹、雪萍的媽媽、Simon 的母親、方
來弟兄、Jack 的爸爸、阿卓的父親、Fion 的父親、貴強及冠輝弟兄。

3. 另外，請記念 Carrie 的產後康復，引導她和 Tony 適應新手父母的育嬰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