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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讚美聖父】詩集：青年聖歌 I，194 
 

當讚美聖父，讓每顆心向祂謝恩！ 

當讚美聖父，因祂永遠憐憫與慈

仁！當讚美聖父，麻雀跌下祂也顧

念！榮耀的王啊！讓全地宣揚祢的

威嚴！要頌讚主， 

同聲傳揚祂權能！ 
 

祂帶喜樂給世人，祂賜下大憐憫世

世無窮！祂創造全世界和天上的萬

有！以能力和慈愛，祂統管全球； 

起來歌頌讚美聖父！ 
 

『讚美歸於聖父，歸於聖子， 

歸於聖靈！萬國當讚美祂， 

全世界都因祂歡騰！ 

榮耀歸於我君王！ 

榮耀歸於祂永遠的名！ 

願全地喜悅，在祂愛中歡欣， 

當讚美我主！』(x2) 

 

【誰像耶穌】曲、詞：朱浩權 

詩集：祢的居所何等可愛，6 
 

誰像耶穌，岩石一般堅固。 

潮汐泊岸，年月風霜都經過， 

仍然屹立沒變改。 
 

誰像耶穌，能像春風溫暖， 

帶出雨露，能解心中乾渴， 

洗清每段愁困。 
 

祂似夜靜寒星閃，在悠悠長空裡， 

照明瞭著去路，耶穌就是那光。 
 

祂似冷夜紅爐的火， 

像熊熊紅火暖， 

原是祂的手最暖。 

 

【無所不在的神】(國) 
曲、詞：曾劭凡     詩篇 139 篇 7~12 節 
 

我往哪裡去 躲避祢的靈？ 

我往哪裡逃 躲避祢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祢在哪裡， 

我若在陰間下榻 祢也在哪裡。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 

飛到海極居住， 

就是在哪裡 祢的手必引導我， 

祢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說黑暗 必定遮蔽我， 

我周圍的亮光必成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祢不見， 

黑夜卻如白晝發亮。 
 

黑暗和光明在祢看，都是一樣。 

 

【萬世戰爭】詩集：生命聖詩 382 
 

1. 信徒看哪，萬世戰爭已臨我們時

代，無數軍兵，攜械披甲，集合

嚴陣以待；你是否為忠勇戰士，

站在信徒隊中？是否立誓向祂盡

忠？是否剛強奮勇？ 
 

2. 看這世界目前景象，正沉淪在罪

中，主大使命長久以來無人注意

遵從；現在請看神國兒女， 

攜手同心合意，勇往直前努力爭

戰，要搶救這美地。 
 

3. 神的教會正在醒起，熱心傳揚真

理，看她已在祭壇獻上佳美珍貴

活祭；寶貴光陰瞬即過去， 

世界終局將臨，事主機會快要消

逝，現在趁時救人。 

 

 



副歌： 

是否你見此異象？是否你心激動？

是否你應主呼召？是否你願聽從？ 

萬世戰爭已經來臨，聖經預言已經

明載，戰爭狂濤臨到我們，臨到我

們時代。 
 

【晚禱】詩集：青年聖歌 III，151     
 

1. 若我今日傷害他人心靈， 

若我今日使別人走錯路， 

若我今日照己心意偏行， 

求主赦免！ 

2. 若我今日言語不合體統， 

若我今日不關懷人需要， 

因此使別人受傷害虧損， 

求主赦免！ 

3. 若我今日對人冷落頑梗， 

若我今日只顧貪圖安逸， 

不願堅守神所交付職分， 

求主赦免！ 

4. 求祢赦免我所承認眾罪， 

求祢赦免隱而未顯罪愆， 

求祢常常引導愛護保守， 

阿門！ 

 

 

 

 

 

 

 

 

 

 

 

 

 

 

 

 

 

 

 

 

 

 

 

 

 

 

 

 

 

 

 

 

 

 

 

 

 

 

 

 

 

 

 

 

 

 

 

 

 

 

 

 

 



講道大綱 

一. 講題：從何弗尼和非尼哈反思濫權的敗壞 

二. 經文：撒上 2：12–14 

三. 大綱： 

I. 無賴祭司當權 (撒上 2:12) 
 

 

12 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耶和華。 

-  惡人：無賴 

-  不認識：不尊重 

 

II. 系統性的敗壞 (撒上 2:13a) 
 

 

13a 這二祭司待百姓是這樣的規矩 

 

III. 用神賦予的權力搶奪神 (撒上 2:13b-14) 
 

13b凡有人獻祭，正煮肉的時候，祭司的僕人就來，手拿三齒的叉子，  

14 將叉子往罐裏，或鼎裏，或釜裏，或鍋裏一插，插上來的肉， 

   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羅的以色列人，他們都是這樣看待。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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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多謝彭家業牧師（恩福神學院副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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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禮 感謝神帶領黃桂蓮姊妹（Susana）在今日受浸，時間：12 時 45 分-1

時 30 分，誠邀弟兄姊妹一起出席，共證主恩！ 

 

 

5. 宣 禱 會 8 月份的網上宣禱會，定於 8 月 18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請

弟兄姊妹同心出席，一起祈禱支持喜陽陽等宣教士。 

聚會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 會議 ID：769 752 4938，

密碼：339305。 

 

 

6. 感恩聚餐 因應疫情，原定於堂慶舉行的感恩聚餐，將改於今年 8 月 29 日（主

日）舉行，地點：水中天星際宴會廳，時間：下午 1 時--2 時 30 分。 

為了善用已付的訂金及保持社交距離，聚餐將盡量低調和限額進 

行，主要以免費款待 2019-2021 年度的事奉人員，半價$100 優惠事奉 

人員在本堂聚會的配偶和兒女，其他的參加者原價收費$200，請到

接待處報名，或填交電子報名表格：https://qrgo.page.link/aVnNB。 

截止報名日期：8 月 16 日（星期一）。 
 

交通安排：教會將安排旅遊車接載參加者從銀禧花園前往水中天。

名額有限，請盡早到接待處或填交電子表格報名。 
 

泊車優惠：水中天提供首兩小時的免費泊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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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聚會報名 依照政府指定的聚會名額上限，請預先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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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fRM 

 

 

8. 為主當兵 感謝神帶領李天韻、王家茵、王家洛、潘泓宇完成 7 月至 8 月中的

「為主當兵」暑期事奉體驗，我們為此感恩和致謝！  

 

 

9. 牧者消息 翁鏡開姑娘將於 8 月 17 日至 9 月 1 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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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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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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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qrgo.page.link/71fRM


 

11. 奉獻目標 本年度的撒馬利亞基金和信徒進修基金已經達標，為此感

恩！請弟兄姊妹繼續同心奉獻，邁向其他的奉獻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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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8,939 120,885  27,450   15,000 10,000 

尚欠 1,251,061 365,224 100,550 --- --- 
 

 

12. 上週記錄 在 8 月 9–13 日（下午五時），錄得各項奉獻如下： 
 

出席人數 普崇：16                                                                                                                          早堂：43 午堂：83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十一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各堂獻金 109,680 2,600 27,085 700 

記名奉獻 20 人 4 人 8 人 2 人 
 

 

13. 下週安排 崇拜 早堂 午堂  

講員 彭喜清牧師 

主席 梁振江 

司琴 鍾曼姿   馮嘉安 

和唱 鍾綺明   寶兒                                                                                                                                                                                                                                                                                                                                                                               

司事 何有金   何少玲 馮儉強   羅劍屏 

影音 何少芬 李康傑   盧家輝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為主當兵：感謝神帶領李天韻、王家茵、王家洛、潘泓宇完成「為主當兵」 

暑期事奉體驗，願神報答他們，祝福他們繼續成長！ 

 

2. 感恩聚餐：願神招聚事奉人員和弟兄姊妹參加 8 月 29 日的感恩聚餐，一起 

記念主給恩霖堂的恩典，更新我們對神家的委身和事奉！ 

 

 

二 .  敬拜部  

1. 研經培靈會：感謝神帶領 8 月 1-10 日之第 93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願神的 

         話語激勵弟兄姊妹，聽道行道，更新靈命，憑信奔天路！ 

 

 

三 .  教育部  

1. 兒童天地：願神帶領暑期聖經班的參加者繼續參加主日學，更多發現神的 

       真理和真愛！ 

 

 

四 .  傳道部  

1. 差傳奉獻：求神感動弟兄姊妹的宣教心志，積極參與差傳的奉獻。 

 

2. 喜 陽 陽：在炎熱的暑假期間，求父保守喜陽陽宣教士和幼兒園的孩子們 

在山村的生活和健康！ 

 

3. 差會同工：請代禱記念在港的美藉宣教士劉國威宣教士夫婦，及在港學習 

          語言和等候簽證的 Nathan 家庭，求神保守他們的健康、家庭和 

 事奉，供應他們的需要。 

 

4. 澳    門：感謝神帶領鄭永文牧師在澳門宣教事奉十周年，願神加能賜力 

       給他，使用他牧養頌揚堂、講道和教授課程的事奉。 

 



 

5. 菲傭事工：請代禱支持浸宣在香港的菲傭福音事工，保守 Pastor Ruel 經歷 

       嚴重中風的身心康復；恩待受到防疫出入境政策影響的菲律賓 

       姊妹。 

 

6. 英    國：請代禱支持關先生和何姑娘一家在英國的宣教事奉。  

a. 關生短期暫時繼續廣東話堂的服事；何姑娘只保留每月一 

次的講壇服事。 

b. 繼續幫助個別港人家庭及朋友在生活方面的融入，分享 

主的愛。 

c. 開始把握機會出外走訪探訪，認識不同的新移民及基層 

民工，求主開啟傳福音的門。 

d. 何姑娘的學習還有秋季一個學期，時間緊迫，禱告求主 

加力，可以順利完成課程。也請記念在浸神的服事，同心 

拓展聖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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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水    災：中國和歐洲最近遭遇水災，求神安慰和憐憫，保守救災工作！ 
 

 

 

五 .  團契部  

1. 少年團契：求神帶領少年計劃和少年日營的參加者於暑假進一步融入以利沙 

團，建立與神與人的關係，不斷在信仰上成長！  

 

2. 受浸課程：感謝神招聚十多位青年肢體參加「新生命新生活」受浸課程，願 

 神祝福他們的互動和學習！ 

2.  

六 .  肢體  

1. 感謝神帶領 Susana 今日受浸，願神茁壯她的生命，活出作光作鹽的見證！  

 

2. 求神祝福彭家業牧師的事奉，讓他發揮教職和牧職，培育生命，建立教會。 



 

3. 翁姑娘的爸爸已開始服食口服化療藥的療程，請為世伯的身心代禱，適應藥 

 物，減少副作用。伯母暫時仍未能調適心情，請為她的情緒代禱。 

 

4. 求神保守梁啟予醫生（David） 治療食道癌的療程，藉著接受多項檢查，確 

 定最有效的治療方案。請懇切代禱，願神保守癌細胞沒有擴散到其他部位！ 

 

5. 陳伯母（Simon 的母親）和關伯母（Iris 的母親）之前因肺炎入院，現在繼 

 續留院診治，求神保守和醫治！ 

 

6. 請繼續代禱記念需要治療及康復的肢體和家人，包括：貴強（嬋姐的兒子）、 

 雪萍和她的媽媽、黎英姊妹、素琼姊妹、周伯母（藹芸、靄明、靄萍的母親）、 

 藹芸的奶奶、方來弟兄、Jack 的爸爸、阿卓的父親、Fion 的父親。 
 

 同時，求神安慰和加力給照顧家人的弟兄姊妹，讓他們經歷神的恩典！ 

 

7. 願神保守接種疫苗的弟兄姊妹，賜下心靈平安和身體健康！ 

 

8. 願神祝福在學肢體的暑假生活，身心重新得力，經驗一個有意義的歷程。 

 

9. 請記念於今夏前往海外升學和居住的肢體，其中 Gilford 的家庭將於 8 月中 

 啟程，配合 Gilford 的工作調職；本見和 Chloe 將於 8 月底和 9 月前往外國 

 升學，求神保守她出發前的準備，帶著親友和教會的祝福開始新一頁！ 
 

 

同時，求神引導已抵埗的弟兄姊妹，包括：吳士揚弟兄的家庭、Winnie 與女 

兒樂施和子靈、達明的家庭、Dora 的家庭、Carol 的家庭、Lewis 的家庭、 

Fiona 姊妹，讓他們逐步適應當地的生活，並能參與適合的教會。 

 

10. 請代禱記念在國內工作的肢體，包括周弟兄（Shirley 的丈夫）、Daisy、 

 Hugo。 

 

11. 請代禱支持受職教師的弟兄姊妹，求神使他們身心重新得力，預備新學年 

的工作。 

 

12. Teres 弟兄的父親日前離世，求神安慰弟兄、伯母和家人！ 

 



為主當兵分享: 

 

潘泓宇： 

 

大家好，我是今年為主當兵的泓宇。在為主當兵期間，我第一個最深刻

的體會就是回教會就好像回家一樣。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這種感覺難

以用文字來表達。可能是教會令我有一種屋企的感覺吧。而第二個就昰

我明白到每一個活動，每一次敬拜，就連壁報都需要花時間和心機去準

備，這些都是我以前不明白和不了解的，但在經歷了整壁報、預備活動

和帶領敬拜後才明白當中的辛勞和時間的投入。 

 

其次，我在為主當兵中的感受有太多太多了！我會選擇幾個與大家分

享。第一，十分感謝家洛、家茵和天韻，我有好多不懂的事他們都好樂

意教導我。亦都十分感謝翁姑娘和為主當兵的各位對我的照顧同包容，

包容我不準時的壞習慣。並且多謝 Ada 姨姨、Amy 姨姨和 Fanda 姨姨的

關顧。無論我們需要甚麼，她們都會問「想搵啲咩嘢？」雖然是十分短

的一句話，但卻令我有暖心的感覺。在日營當中，最想感謝就是珈銘了！

就算他多疲累也會與我們一起預備、一起早起回教會練習。這是一段令

我難忘的時光，他甚至會通宵去幫我們剪片呢！ 

 

然後，我最感恩的就是少年日營可以順利完成，並為少年人們帶來歡樂。

在準備少年日營的時候，我們準備的時間十分趕急，好在有一眾的籌委、

組長和導師的幫忙，不然也不會有這麼好玩的一個少年日營。我亦感恩 

神給我機會去嘗試不同的事物，好似第一次做敬拜主席、做組長等等。

這些對我來説都是一次新鮮的體驗，我亦在當中學會如何去代入他人的

角度去思考。感謝 神，讓我們的服待都可以超出預期地完成。 

 



最後，我在培靈會當中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將你的時間表交俾上帝」

特別在經歷放榜後，我更加清楚人十分渺小，人並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

因此才需要依靠上帝，將自己交給神。讓神帶領！多謝大家! 

 

李天韻： 

 

大家好，我是李天韻，是應屆中六畢業生，在這個暑假我參加了「為主

當兵」，在教會不同的暑期活動中服侍，例如：兒童暑期聖經班和少年日

營，在每個活動中我也有不同的體會和學習，感謝神讓我有這個機會與

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得著。 

  

還記得 7 月初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製作教會內的壁報，雖然我和

家茵、家洛、泓宇都屬同一個團契，但以往一起配合服侍的機會其實不

多，因此起初的時候亦會擔心，不知大家是否可以配搭得好，然而，在

構思和製作壁報的整個過程中，我們都配搭得非常順利，縱使意見或有

不同，但很快就找到解決方案，而且過程中有說有笑，令我十分享受其

中。這次經歷令我體會到一起事奉的喜樂，各人可以運用自己的恩賜互

補不足，一同朝著目標前進，感謝神賜給我屬靈的好夥伴。 

接下來我們參與了兒童暑期聖經班和少年日營的服侍，對於性格內向的

我，這些挑戰並不容易，但亦因此我學會了走出自己的安舒區，嘗試鼓

起勇氣與參加者互動，不單顧自己的需要，亦去多關心別人的需要，雖

然我做得並不完美，仍有很多可改善的地方，但事奉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突破自己，也感謝大家的包容。 

  

為主當兵的體驗不知不覺來到了尾聲，我們有機會參與港九培靈研經

會，當中午堂講道會讓我印象最深刻，講員提到我們不應有一種心態，

認為上帝的工作只是補足我們的少少不足，相反地，我們的全心全人都



要交給上帝，這令我反思到自己不單在困難時要尋求上帝，而是在任何

時候都要與上帝結連。 

  

感謝天父讓我在為主當兵中有不同的學習和提醒，同時讓我有喜樂，得

以享受其中，這次體驗只是一個開始，盼望能在日後的事奉中繼續成長。

謝謝！ 

 

王家茵： 

 

大家好，我是王家茵，今年參加了教會所舉辦的「為主當兵」活動，從

中獲益良多，令我十分難忘。以下我將會說明我參加「為主當兵」的原

因，以及在「為主當兵」的體會。 

   

今年五月我剛考完香港中學文憑試後感到十分迷惘，同一時間我的同學

向我推薦他親戚所經營的餐廳侍應的工作。因此我整個六月都非常忙

碌，但我仍然找不到我生活的目標和方向。因為我每日在餐廳的工作幾

乎都一樣：接待客人和收拾餐桌，日日如是，千篇一律，十分沉悶。因

此當翁姑娘找我吃飯，並希望我參加「為主當兵」的時候，我就拍手稱

快地答應了。 

 

在「為主當兵」的期間，我最深刻的是「製作壁報」和「少年日營」。首

先，我在「製作壁報」中需要同要與泓宇合作製作嬰幼房、青少年區和

年題的三塊壁報。在這個過程中我學會了如何與人磨合，接納別人的意

見，不再一意孤行。 

 

然後，在少年日營中，我們需要通過珈銘的帶領去策劃三日日營的活動，

當中我是負責營會的物資，需要清點營會的物資是否足夠。雖然謝每個



籌委都有不同的崗位，但是每一件事我們都會互相幫助地完成。在營會

中亦有唱詩歌的時間，當中我有參與和唱的事奉。一開始我並沒有信心

和唱，因此我十分不情願地想拒絕，但他們都鼓勵我上台伴唱，令我有

了一點點信心，所以我就答應做日營第一天的和唱事奉。 

 

這次的「為主當兵」令我獲益良多，每天的工作都十分有趣，令我每天

都十分期待回到教會事奉。我十分感謝神給我這個機會，並能夠在此分

享我的得着和體會。希望之後也有這些機會能夠事奉神。感謝各位閱讀

我的分享，謝謝！ 

 

王家洛： 

 

大家好，我是王家洛。可能有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未必太認識我，我是

來自青少年以利沙團契，一個剛考完 DSE 的中六畢業生。好慶幸我由 7

月開始到 8 月中可以參加為主當兵，去參與教會的大小事務，這個體驗

對我來說非常特別，也是一個機會讓我更加的親近神和認識教會中不同

的人與事。 

 

在整個為主當兵的過程中，我學會了要更加勇敢踏出第一步。 

 

記得剛剛開始的時候翁姑娘分給我們的任務是重整教會的壁佈版，我當

時認為對於我來說並不是太難的事，很快就把初稿完成了，但當我與我

的組員李天韻再商討的時候，突然又多了很多要注意和重新整理的細

節。正當一切準備就緒，連材料也買好的時候，俗語說得好:「萬事起頭

難」，總感到自己被縛手縛腳一樣，很害怕出任何的錯，不知從何入手，

但因為時間的關係只好勉強下了第一筆。我很佩服自己能夠決心下這第



一筆，因為當你勇敢踏出第一步時，我不敢保證一定能成功完美完成，

但總比甚麼也沒有開始好。 

 

在之後的 VBS 和「FUN 享當夏」的日營中，我有了更加多的機會去接觸

教會的小朋友，快將成為青少年的他們，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去

接觸他們，但我知道如果我不採取主動，那永遠都不會有結果。本來我

並不是一個特別主動的人，要主動接觸人對於我來說比較困難，但很感

恩最後我都能克服。 

 

最後，我在培靈會中聽到一句話：「沒有神的眼光者要怕的可就多了」。

我想沒有人知道自己未來會如何，但我祈求神讓我可以繼續走在神給我

的計劃中，以神的眼光看世界，旅途中可能會有所謂的「繞路」，可能要

經過十幾年的裝備，包括這次的為主當兵，但我相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

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