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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聚集】詩集：讚之歌 2，11 
 

同心聚集，且一起高聲唱， 

願彼此謙卑一起崇拜祂，  

齊來獻上讚美與歌唱， 

彼此相愛，願聚集在此一同高聲唱。 
 

【主慈愛比生命更好】 
詩集：培靈詩選，269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要用嘴唇來讚美祢， 

因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奉祢名舉起雙手， 

我要奉祢名舉起雙手； 

要用嘴唇來讚美祢， 

要奉祢名來舉起我手。 
 

【主愛必堅固】詩集：讚之歌 2，13 
 

神愛滔滔活水匆匆湧流，  

神愛無限，憐憫沒變遷；  

永遠都不會動搖，始終不轉變， 

恩主的信實似高天，深恩廣闊萬里。 
 

【回家】(國) 曲、詞：游智婷 

詩集：讚美之泉 18 - 從心合一，3 
 

親愛耶穌，我感謝你來到這世界。 

給我昐望，給我一個永恆的家。 

親愛天父，輕聲喚我回到祂面前， 

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  
 

回家，回家，回到永恆愛的家。 

喜樂充滿我的心，我不住讚美。  

回家，回家，回到永恆愛的家。 

天父張開愛的雙臂，我一生屬於祂。 

 

【祈求主聖靈】作曲：Caroline Tjen 
來源：原曲-城市豐收教會 CHC   

譯詞：Elinor Wong , 麥濬思 Matches 
 

祈求主聖靈充滿內心， 

願祢靈火降臨，改變內心，  

要傾出萬千思念，現隨從主祢導

引，只盼每天能明白祢越深。   
 

容我向祢委身， 

容我天天向祢步近， 

唯願祢吸引我，疲乏要靠祢更新，

沒有對比可像主， 

心切慕得見祢榮面，來順服祢， 

呈奉衷心敬拜。 
 

【燃點世代】恩霖堂 2021 主題曲 

曲、詞：浸信宣道會迦南團 
 

主基督降生  成就救贖大能 

遍地尋覓那失喪人群 

救助貧乏與苦困 
 

處身都市中  留下匆匆足印 

眼望人潮內多少靈魂 

仍在找一生護蔭 
 

告別愁煩倦困  奮勇前行 

晝夜傳奇妙救恩 

努力完成付託  作鹽作光 

讓祢話語傾降 
 

願意將身心敞開 

鬧市中穿梭分享真愛 

求主奮興燃點世代 

愁臉與淚眼不再 
 

煥發基督的愛心 

踏進幽谷中照亮晦暗 

抬頭驟見主降恩霖 

全地也吶喊呼應  獻上妙韻 
 



講道大綱

一. 講題：看見了嗎？ 

二. 經文：可 8：1–30 
 
 

1 那時，又有許多人聚集，並沒有甚麼吃的。耶穌叫門徒來，說：  

2 「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裏已經三天，也沒有吃的了。  

3 我若打發他們餓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為其中有從遠處來的。」

4 門徒回答說：「在這野地，從哪裏能得餅，叫這些人吃飽呢？」 

5 耶穌問他們說：「你們有多少餅？」他們說：「七個。」 

6 他吩咐眾人坐在地上，就拿着這七個餅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叫他

們擺開，門徒就擺在眾人面前。 7 又有幾條小魚，耶穌祝了福，就吩咐

也擺在眾人面前。 8 眾人都吃，並且吃飽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

子。 9 人數約有四千。耶穌打發他們走了， 10 隨即同門徒上船，來到

大瑪努他境內。11 法利賽人出來盤問耶穌，求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

看，想要試探他。 12 耶穌心裏深深地歎息，說：「這世代為甚麼求神蹟

呢？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 13 他就離開他們，又上

船往海那邊去了。14 門徒忘了帶餅，在船上除了一個餅，沒有別的食物。 

15 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16 他們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餅吧？」17 耶穌看出來，就說：

「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嗎？你們的

心還是愚頑嗎？ 18 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有耳朵，聽不見嗎？也不記

得嗎？ 19 我擘開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籃子

呢？」他們說：「十二個。」 

20 「又擘開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筐子呢？」 

他們說：「七個。」21 耶穌說：「你們還是不明白嗎？」22 他們來到伯賽

大，有人帶一個瞎子來，求耶穌摸他。 23 耶穌拉着瞎子的手，領他到村

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你看見甚麼了？」 

24 他就抬頭一看，說：「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25 隨

後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復了原，樣樣都看得清楚了。 26 耶

穌打發他回家，說：「連這村子你也不要進去。」27 耶穌和門徒出去，往

凱撒利亞腓立比的村莊去。在路上問門徒說：「人說我是誰？」28 他們說：

「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裏的一位。」 

29 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  

30 耶穌就禁戒他們，不要告訴人。 

 

三.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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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多謝莫樹堅牧師（播道會得勝堂主任牧師）今週蒞臨週六青少

崇拜及主日崇拜講道，願神祝福和報答他的事奉！ 

 

 

4. 下週講員 感謝神帶領鄺文偉傳道於下週蒞臨週六青少崇拜及主日崇拜講

道，敬請預備聽道的心靈，準時出席聚會！ 

 

 

5. 為主當兵 我們歡迎以利沙團的 4 位團友參加為主當兵暑期事奉體驗，他們包

括：李天韻、王家茵、王家洛、潘泓宇。他們將在 7 月至 8 月中當

值，跟隨牧者學習事奉，主要參與教會的暑期事工。敬請代禱支持！ 

 

 

6. 祈 禱 會 7 月份的網上宣禱會，定於 7 月 21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請

弟兄姊妹同心出席。聚會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 

會議 ID：769 752 4938，密碼：339305。 

 

 

7. 按牧典禮 彭家業博士之按牧典禮定於 7 月 11 日（主日）下午 3 時在恩褔中

心禮堂舉行，誠邀大家出席，同證主恩！ 

 

 

8. 聚會人數 政府已公布於 6 月 24 日放寬宗教場所的社交距離措施至可容納人

數之五成(50%)，本堂隨即相應地調整聚會場地之人數上限，(1) 禮

堂：90 人， (2)課室：各個課室的可容納人數之 50%。 

 

場地安排：主日學及午堂崇拜的場地安排，則保持現時的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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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堂後方的側門及通道進出，以減少對主日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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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先報名：請預先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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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zVF 

 

同步直播：週六青少崇拜及主日午堂崇拜，維持實體聚會和同步直

播。 

 

9. 暑期 

聖經班 

 

教會將與青年使命團（YWAM）合作舉行兒童英語暑假聖經班，歡

迎弟兄姊妹及親友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7 月 20-22 日 

時間：上午 10 時-下午 1 時 

主題：Discover 

內容：聖經靈訓、動感歌謠、益智遊戲、創意手工、彩繪 T 恤 、 

美味烘焙 

導師：英語授課，粵語輔助 

對象：升二至升小六學生（配合教會今年的社區佈道計劃，部份名 

額將預留給駿洋邨、旭禾苑、彩禾苑的居民） 

費用：$250（如有經濟困難，可獲酌情優惠） 

報名：請向藹芸報名 

 

 

10. 少年日營 教會將舉行暑期少年日營，歡迎弟兄姊妹及親友報名參加，詳情如

下，如有查詢，請聯絡翁姑娘。 

 

主題：FUN 享當夏 

日期：7 月 27-29 日(星期二、三、四) 

時間：10:00-4:00（首兩天）及 10:00-1:00 (第三天) 

地點：教會銀禧堂址 

內容：集體遊戲、City Hunt、4 人一枱韓燒、歷奇活動 

對象：升小六、升中一及其他中學生 

費用： 

 

https://qrgo.page.link/ArzVF?fbclid=IwAR003dVEANlnVTtK9b6uqIlekun9Px10T8M3JN6_Eyo2b8TsCTDgad0mPRk


a. 少年計劃新學員及未曾去過營會的一二期學員均免費 

b. 其他參加者$50 

c. 歡迎本堂的家長們自由奉獻，支持事工 

 

11. 培 靈 會 恩典聖經神學院將於 7 月 30 日（五）晚上 7 時 30 分舉行實體暨網

上培靈會，地點：恩霖堂，主題：時代的挑戰---有效的宣教原則，

講員：Ken Taylo（浸宣派駐日本的宣教士、音樂佈道家），歡迎登

入 gbs.org.hk 報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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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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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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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885  75,600   23,050   14,500 10,000 

尚欠 1,518,115 410,509  104,950     500 --- 
 

 

14. 上週記錄 在 7 月 5 – 9 日（下午五時），錄得各項奉獻如下： 
 

出席人數 青少：27 普崇：23 早堂：36 午堂：74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十一 感恩 神學生 差傳 

各堂獻金 66,022 12,400 500 700 

記名奉獻 24 人 7 人 1 人 2 人 
 

 

15. 下週安排 崇拜 早堂 午堂  

講員 鄺文偉傳道 

主席 周鴻斌 

司琴 馮嘉安 

和唱 楊銘基   許惠娟 

司事 甘露薇   張汛妮 李靜芬   林文珊 

影音 王志堅 歐志文   盧家輝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年度計劃：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 

永遠不渴。（約 6：35） 

願神打開我們的屬靈眼睛，看見許多人的心靈飢渴，激發我們 

愛人靈魂的心志，超越疫情，毋忘使命， 關懷社區，佈道結果！ 

求神特別為我們打開福音的門，把救恩帶給火炭的新屋苑---駿 

洋邨、旭禾苑、彩禾苑！ 

 

2. 為主當兵：請為 4 位為主當兵的肢體代禱：李天韻、王家茵、王家洛、潘 

     泓宇。為主當兵會在 7 月至 8 月中當值，主力協助教會的暑期 

     事工，並跟隨牧者學習事奉。請為他們的身心、學習的態度與 

       體驗代禱！ 

 

二 .  敬拜部  

1. 出席聚會：崇拜人數已可增至 90 人，求神招聚弟兄姊妹出席實體崇拜聚     

會，逐步恢復全面的教會生活，提防「停止慣了」的心態！ 

 

三 .  教育部  

1.  暑  期   a. 宣教團隊：感謝神帶領青年使命團（Youth With A Mission） 

聖 經 班：  的國際宣教團隊成為我們合辦兒童暑期聖經班的伙伴，他們 

的成員來自委內瑞拉、美國、英國、星加坡、香港，他們一 

直在各區關懷服侍基層人士，並在暑期支援教會的福音工 

作，我們為到他的事奉感恩，求神加添健康和靈力給他們！ 

 

 b. 感謝神招聚本堂的弟兄姊妹一起參與暑期聖經班的事奉，包 

括：天韻、家茵、家洛、泓宇、Jenny、Karrie、Nicole、珈 

銘、德恩、Janisa、樂晴，願神使用他們甘心樂意的事奉！ 

 

      c. 感謝神帶領上週的籌備會議，讓本堂和青年使命團的弟兄姊 

     妹互相認識，建立團隊。 

  

            d. 感謝神招聚教會約 30 位兒童報名參加，已達到目標。至於駿 



 洋邨的目標是 20 位，暫時約有 10 位報名，請特別為駿洋邨、 

旭禾苑的宣傳和招募代禱！ 

 

e. 訂製 T 恤：我們將為事奉人員和參加者訂製主題 T 恤，求神 

 保守製作的質量和依時交收。 

 

  f. 預備工作：求神祝福佈置、課程、教材、詩歌、遊戲、手工 

 等籌備工作。 

 

            g. 學生心靈：求神預備學生的心靈，讓他們渴望真理，接受教 

導，投入參與。 

 

四 .  傳道部  

1.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的六月份感恩與代禱事項如下：  

a.  感恩，在上月中至本月初，繼續與城市大家庭進行了兩

次線上營前訓練，直至夏令營前我們還有三次的線上訓

練。期望今年的夏令營，參與者比去年有更多的準備，

有更美好的默契來彼此配搭。  
 

b.  感恩，山村幼兒園廁所改建工程已順利於 5 月 24 日完

成，感謝在這次項目參與的政府單位、建設公司、捐贈

贊助公司和公益團體。因着大家努力的付出，帶給山村 

小朋友們許多祝福，有個美麗清潔環保的廁所，這是一

個全新的開始，為偏遠山村帶來了曙光。  
 

c.  感恩，山村幼兒園的兩位男教師努力維護新改建的校

廁，主動邀請家長定時來打掃衛生、保持清潔，希望他

們的付出得到村民的認同。  
 

d.  求父帶領兩位剛完成農業學徒計劃實習的女學員：阿子

將會回家養雞，作子準備九月份考畜牧獸醫。幫助剛開

始農業學徒計劃的五位男學員，預備他們的學習心志，

賜他們有足夠的智慧，讓他們能虛心學習，把所學會的

知識技能回饋自己的鄉村。  
 



e.  求父幫助我們聚焦於祢，我們就看見祢已經給我們的恩

典，看見唯有祢是我們的倚靠和盼望，看見我們目前所

承受的一切，終將會過去的，因為祢應許和我們一起面

對的。 

 

2. 澳    門：冼錦光牧師上週從香港回到澳門，需要在酒店自我隔離 14 天， 

求神幫助他適應幽閉的環境。 

陳卓垣傳道日前從澳門回港探親及處理家居事宜，請代禱記 

念！ 

        

3. 英    國：請代禱支持關先生和何姑娘一家在英國的宣教事奉，使用他們 

進一步開展粵語群體的福音事工，適時幫助和牧養最近往當地 

居住或升學的港人。 

 

4. 各國疫情：請繼續代禱記念香港、國內、台灣和世界各國的疫情，防止變 

種病例傳播。 
 

 

五 .  團契部  
 

1. 少年日營：感謝神帶領超過 40 人（原定的目標）報名參加少年日營，求神 

        加油給營會的籌委，祝福籌備的工作進度。 

 

2. 青年團契：請為伙褔、所羅門、迦南團契代禱，求神挑旺他們的心志，實踐 

相受傳承，燃點世代的生命力，在校園、職場、社會活出使命！ 

 

六 .  肢體  

1. 感謝神帶領彭家業博士於 7 月 11 日接受按牧，願神更多使用和祝福他的事 

 奉，發揮教職和牧職！ 

 

2. 梁啟予醫生（David）在國內服侍多年，在上年調任而返回美國事奉，最近 

 確診患上食道癌，他需接受多項檢查，以確定治療方案。請懇切代禱，願神 

 保守癌細胞沒有擴散到其他部位！ 

 

3. 請記念將於今夏前往海外升學和居住的肢體，其中 Dora 的家庭、Carol 的家 



 庭將於 7 月中啟程，Lewis 的家庭、Chloe 將於 8 月前往，求神保守他們出 

發前的準備，帶著親友和教會的祝福開始新一頁！同時，請記念吳士揚弟兄 

的家庭、Winnie 與女兒樂施和子靈、及達明的家庭逐步適應當地的生活！ 

 

4. 升中統一派位於 7 月 6 日公布結果，感謝神保守本堂學生的派位，為他們預 

 備最合適的中學。 

 

5. 求天父格外眷顧需要治療及康復的肢體和家人，包括：貴強（嬋姐的兒子）、 

 素琼姊妹、陳伯母（Simon 的母親）、雪萍的媽媽、黎英姊妹、周伯母（藹 

 芸、靄明、靄萍的母親）、方來弟兄、Jack 的爸爸、阿卓的父親、Fion 的父 

 親！ 

 

6. 願神保守接種疫苗的弟兄姊妹，賜下心靈平安和身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