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崇拜 2021年 10月 16日 



崇拜程序 

實習主席 : 梁臻悅  司   琴 : 朱曉陶 

講    員 : 彭喜清牧師  影   音 : 蔣展立   李天毅 

司    事 : 王家洛   黃雪寧                                                                                                                                                

     

宣召 :   主席 

唱詩 : 親愛聖靈 

At the cross - Hillsong 

只有葉子 nothing but leaves 

住在祢裡面 

 會眾 

 

講道 : 不至閒懶結果（彼後 1：1–11） 彭喜清牧師 

回應詩 : 住在祢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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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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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學 幼兒、初小、高小、初中主日學：主日上午 11 時 

團契/小組 青少團契：週六 5 時；另設長者、婦女、家長、在職人士團契，歡迎查詢參加 

祈 禱 會 每月第一個及第三個週三晚上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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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www.yanlamchurch.org 

http://www.yanlamchurch.org/


【親愛聖靈】(國) 約書亞樂團 

曲、詞：Katie Torwalt,Bryan Torwalt 

中譯詞：周巽光 
 

再沒有事物 能與祢相比 

活潑的盼望 超越全世界 

祢同在裡 
 

我嚐到世上 最甜美的愛 

當我心得釋放 我羞愧都鬆開 

祢同在裡 
 

親愛聖靈 我們歡迎祢 

充滿這氛圍 澆灌在這地 

我全心渴慕祢榮耀降臨 

完全降服於 祢的同在裡 

祢同在裡 
 

讓我更多 來感受 祢的同在 

讓我更多經歷 祢榮耀中的良善 
 

【At the cross - Hillsong】 
 

Oh Lord You've searched me, You 
know my way, Even when I fail 
You, I know You love me. 
 

Your holy presence, Surrounding 
me. In every season, I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love me. 
 

At the cross I bow my knees, 
Where Your blood was shed for 
me, There's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 You have overcome the grave, 
Your glory fills the highest place, 
What can separate me now. 
 

You go before me, You shield my 
way, Your hand upholds me,  
I know You love me. 
 

At the cross I bow my knee, 
Where Your blood was shed for 
me, There's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 You have overcome the grave, 
Your glory fills the highest place, 
What can separate me now？ (x2) 
 

You tore the veil, You made a way, 
When You said that it is done. 
(x2) 
 

And when the earth fades, Falls 
from my eyes, And You stand 
before me, I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love me. 
 

At the cross I bow my knee, 
Where your blood was shed for 
me, There's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 You have overcome the grave, 
Your glory fills the highest place, 
What can separate me now？ (x2) 
 

You tore the veilm You made a 
way. When You said that it is done. 
(x4) 
 

【只有葉子 nothing but leaves】
青年新歌 4    曲、詞：Mrs. H. S. Lehman 

詞譯：劉燕慧 
 

1. 神救贖了千百萬人中，祂正覓那

生命美果，盼覓聖靈果子長滿

枝，手所作為見證恩主。 
 

2. 神正覓那忠心跟隨者，反照著救

主那形象，盼覓熱誠的心宣救

恩，所領託付至死忠心。 
 

3. 神盼道理可遠近傳開，真理內蘊

生命信息，冀待屬靈心窗肯敞

開，傾聽聖道，耳朵張開。 
 

副歌： 

我沒有可獻呈恩主，噢，祂的心何

傷悲，我眾只奉上樹葉在主前， 

卻沒甚麼果子擺上。 
 



【Nothing But Leaves】 
 

[1] 
The Master is seeking a harvest, 
In lives He's redeemed by His 
blood; He seeks for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And works that will glorify 
God. 
[2] 
He looks for His likeness reflected, 
In lives that are yielded and true; 
He's looking for zeal in the 
winning Of souds He's entrusted 
to you. 
[3] 
He's yearning for some to carry 
The life giving word far and near; 
He's waiting for hearts that are 
willing, For ears that are open to 
hear. 
[Refrain] 
Nothing but leaves for the Master, 
Oh, how His loving heart grieves, 
When instead of the fruit He is 
seeking, We offer Him nothing 
but leaves. 
 

【住在祢裡面】(國) 
詩集：讚美之泉 16 – 相信愛就有奇蹟，28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祢， 

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祢，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祢，如鷹展翅上騰。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講道大綱 

一. 講題：不至閒懶結果 

二. 經文：彼後 1：1–11 

三. 主旨：立志殷勤地踐行信仰，杜絕閒懶的劣根性，活出靈命成長的指標。 

四. 金句：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彼後 1：8） 

五. 大綱： 

1. 殷勤結果的動力（彼後 1：1-4） 

a. 神的僕人（彼後 1：1）、b. 神的恩典（彼後 1：2）、c. 神的能力（彼

後 1：3）、d. 神的應許（彼後 1：4） 

 

2. 殷勤結果的生命（彼後 1：5-11） 

- 要分外殷勤（v5、10、3：10）：竭盡所能 

- 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V8）：沒有效果、無效、無用 

- 加上（v-5-7）：提供、供應、恩助，豐豐富富（1：11） 

a. 信心（v5）：對神的信靠，相信神的話語、救恩、應許、能力  

b. 德行（v5）：良好的美德、品行、行為、聲譽（雅 2：6） 

c. 知識（v5）：信仰的知識、辨別的能力、生活的智慧 

d. 節制（v6）：自我控制慾望、情緒、說話、行為（2：7、18） 

e. 忍耐（v6）：信靠神及盼望神的應許（3：11、12～13） 

f. 虔敬（V6）：對神的尊敬態度，神所喜悅的家庭、社會秩序 

g. 愛弟兄的心（V7）：弟兄姊妹在神家彼此相愛關係 

h. 愛眾人的心（V8）：愛神、愛人 

 

六. 回應 

1. 中肯地以「殷勤」和「閒懶」評估個人的屬靈狀況，並且作出適量的具體調

整，提升及發揮生命。 
 

閒懶   5-----4-----3-----2-----1-----0-----1-----2----3-----4-----5   殷勤 
 

2. 按著程序表的代禱事項，每天用至少 10 分鐘為肢體代禱，操練愛弟兄的心。 

3. 報名參與 12 月舉行的關懷社區及家庭探訪，藉此實踐愛神及愛眾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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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禱 會 網上宣禱會將於 10 月 20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歡迎一起為

喜陽陽等宣教士祈禱。聚會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 

會議 ID：769 752 4938，密碼：339305。 

 

 

4. 分流崇拜 配合政府的防症措施，本堂的聚會名額上限為 50%，午堂崇拜已經

接近飽和，請弟兄姊妹盡量出席早堂崇拜，以便騰出更多座位給兒

童主日學的家長及有需要的參加者。多謝合作！ 

 

 

5. 接種疫苗 

統計表格 

根據政府放寛宗教場所的社交距離措施，若三分之二出席人士已接

種第一劑新冠疫苗，相關活動場地可容納人數上限將放寬至 100%。

因此本堂誠邀弟兄姊妹填交電子回應表格，以便統計接種疫苗人

數，盼望能提升聚會人數名額，讓更多弟兄姊妹和慕道親友出席實

體聚會。多謝合作！ 

電子統計表格的連結：https://qrgo.page.link/8WVRb 

 

 

6. 聚會報名 依照政府指定的聚會名額上限，請大家預先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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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NWV 

 

 

7. 浸宣崇拜 受到疫情影響，今年的浸宣聯會崇拜未能在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舉行，將改為分別於 10 月 23 日及 24 日舉行青年崇拜和網上崇拜，

詳情如下： 

 

 

https://qrgo.page.link/jBFPf
https://qrgo.page.link/8WVRb
https://qrgo.page.link/dRNWV


一. 青年崇拜 

日期：10 月 23 日（六） 

時間：下午 3 時 

地點：明基堂 

主席：鄧皓駿弟兄 

講員：陳振耀傳道  

形式：實體及網上直播 

對象：青少年 

 

二. 網上崇拜 

日期：10 月 24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恩雨堂 

講員：冼錦光牧師 

形式：實體（只供教牧、董事、長期事奉得獎者）及網上直播 

直播連結： https://youtu.be/kq0sPZudBrg 

對象：浸宣信徒 

 

三. 交流聚會 

日期：10 月 24 日(主日)時間：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5 時 

地點：恩雨堂 

主題：2030 浸宣願景 

對象：堂會牧者及代表 

 

四. 本堂崇拜 

青少崇拜：10 月 23 日（六）將往明基堂參加青年聯合崇拜 

主日崇拜：10 月 24 日（主日）將照常聚會 

 

 

8. 婚    禮 許紹軒弟兄（Anthony）和岑慧莊姊妹（Jolly）定於 10 月 30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

同頌主恩，共證婚盟！ 

 

https://youtu.be/kq0sPZudBrg


 

9. 招募導師 我們邀請弟兄姊妹參加主日學導師的奉獻，一起建立生命，歡迎向

李姑娘查詢及報名。 

 

 

10. 神 學 生 

基金奉獻 
本年度的神學生基金奉獻目標是 128,000 元，尚欠 90,220 元，請努

力奉獻，支持神學教育，為神裝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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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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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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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275 155,885  37,780   16,000 10,000 

尚欠  817,725 330,224  90,220  --- --- 
 

 

13. 上週記錄 在 10 月 11–15 日（下午五時），錄得各項奉獻如下： 
 

 

出席人數 早堂：44 午堂：69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十一 差傳 神學生 

各堂獻金 66,032 1,500 1,200 

記名奉獻 18 人 2 人 3 人 
 

 

14. 下週安排 聚會 浸宣青少年聯合崇拜 

地點 明基堂 

講員 陳振耀傳道 

實習主席 鄧皓駿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接種統計：願神帶領我們填交接種疫苗統計電子回應表格，藉此提升聚會 

          的名額，讓更多弟兄姊妹和慕道親友出席實體聚會。 

 

2. 奉獻目標：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忠心履行十一奉獻的本份，使神家有糧，發 

展聖工，祝福生命！ 

 

二 .  敬拜部  

1. 分流聚會：求神帶領弟兄姊妹適當地分流參加早堂崇拜，藉此騰空更多午 

堂崇拜的座位，讓更多參加者一起敬拜，激發愛心，彼此相顧！ 

 

三 .  教育部  

1. 導    師：我們為著主日學導師們的盡心事奉而獻上感恩，願神報答和加 

力給他們，各級導師如下： 
 

幼兒天地：彭師母， Jenny、Conney、藹明、Fanny、Gigi、Van、 

Olive 
 

 

初小天地：李姑娘、文燕、美媚、明慧、思明、Tony  
 

高小天地：翁姑娘、Wing、小健、Jackyle  
 

少年天地：李姑娘、國強、Brenda 

 

2. 少年課室：感謝神為我們預備少年主日學的課室，求神帶領學生、家長和 

導師的適應。同時，願神祝福提供場地的教育機構，彼此蒙恩！  

 

四 .  團契部  

1. 聯合崇拜：求神帶領青少年肢體一起參加下週六的浸宣青少年聯合崇拜， 

在愛中凝聚和敬拜，彼此激勵，互相燃動！ 

 

五 .  傳道部  

1. 外展關懷：教會計劃於 12 月動員弟兄姊妹實踐社區關懷及家庭探訪，求神 

賜下策劃的智慧，預備弟兄姊妹的愛心！ 



2.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十月份感恩與代禱事項如下：  
 

a. 感恩，外籍隊長已平安回港陪伴父母，三星期後再返回加 

拿大述職，求父 保守她一路平安，與香港的家人有美好的 

家庭生活。 

 

b. 感恩，五位來自不同鄉村農業合作社的男學員已買到合適 

的羊隻，順利完 成羊舍的防疫消毒工作，並替羊群注射疫

苗；求父繼續賜他們智慧，並有耐 心地飼養好羊舍內的羊

群。 

 

c. 求父感動本地或海外有畜牧經驗的老師，能夠親身來山村 

半年，作有關培 訓和監督的工作，幫助學員管理及營運他 

們的農業合作社。 

 

d. 求父保守及帶領來自五個不同地區的十多位同工，在本月 

19-21 日一起參加聯合退修會，同工們能有美好的相交、互 

相鼓勵、彼此守望，透過話語的 大能幫助我們身、心、靈 

重新得力。 

 

e. 求父保守我們能於 22 日在 JL 幼兒園裡，早上與孩子和家 

長們舉辦第一次親子健康活動日，下午為當地老師們進行

培訓，題目：從心出發。 

 

f. 求父繼續醫治鎖骨折的弟弟，希望他能好好休養身體、骨 

折的傷口能早日 癒合康復。 

 

g. 願天父那長闊高深的愛，時刻充滿在我們每個家庭裡，求 

祢的愛成為 我們彼此的連結，在我們與家人中流轉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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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感謝神，經過年多的網上聚會，廣東話實體崇拜正式於 8 



月 29 日開始了，三次主日，大人小孩合計每次接近

150-160 人。關先生和何姑娘是義務宣教士，一起分擔講

壇，每人每月一次，而關先生也參與帶領主日敬拜的事

奉。求神加力給他們夫婦二人，祝福他們的事奉！ 
 

b. 求主幫助近期散居各城市的港人適應生活，屬靈上得到餵 

 養。 
 

c. 同時，他們開始了在城市中接觸來自不同地方的基層人 

 士，求主預備人心，打開福音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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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阿 富 汗：請為阿富汗代禱，代禱內容摘自「前線差會」。 
 

a. 為女子教育祈禱 

塔利班重新執政後，曾在 9 月 12 日公布高等教育政策， 

容許女性就讀大學，條件是必須與男性分開學習，並穿著 

正確服飾上課。 但喀布爾大學新任校長蓋拉特卻在 9 月 27 

日宣布，女性不能返校或教書，直至有「真正的伊斯蘭環 

境」。為阿富汗高等教育政策祈禱，盼望女子早日重返校 

園學習。   

b. 為政府祈求好憐憫，行公義的管治 

過去 20 年，阿富汗有 270 名女性曾擔任法官，曾對數以百 

計向女性使用暴力的男性定罪，當中包括強姦，謀殺和虐 

待。當塔利班取得控制權之後幾天，數以千計被定罪的罪 

犯從監獄獲得釋放，死亡威脅也從此開始。短訊，語音留 

言和不明來歷的電話開始轟炸部分女法官的手機。願主賜 

下奇妙方法保護行公義的法官，也祈求阿富汗政府重視公 

義的管治。 

 

5. 中   國：最近國內多個省份出現停電的情況，影響民生和經濟，請代禱！ 



六 .  肢體  

1. 感謝神帶領 Jolly 和 Anthony（伙福小組）於 10 月 30 日舉行婚禮，願神祝 

 福他倆的身心狀態、家人和親友的溝通、婚禮的籌備、當日的天氣、交通、 

 和程序！ 

  

2. 感謝神保守 Julia 的丈夫（樂晴、樂家的爸爸）在上週平安完成心臟血管造 

形（通波仔）手術，求神保守他的康復！ 

 

3. 游美芝姊妹（美珍的二姊、文欣的姑媽、Carrie 的姨媽）因病入住深切治療 

 部，卻在病危之中經歷神的恩典，並且接受水禮，讓家人得著安慰，獻上感 

恩！願神格外同在和恩領！ 

 

4. 感謝神帶領 David（梁啟予醫生）於 10 月 14 日順利進行一個關鍵性及高風 

 險的食道癌手術，他需留在深切治療病房約一星期，求神繼續眷顧！ 

 

5. Olive 的媽媽患心瓣倒流，於上週主日出院，在家休養，因血去不到腦和腳， 

 引至頭暈和腳腫等身心不適。求神安慰和舒緩她的不適，並讓她和家人得著 

平安和智慧，考慮接受手術或其他治療方案。 

 

6. 請繼續代禱記念需要治療及康復的肢體和家人，包括：岑傳道、素琼姊妹、 

Betty、方來弟兄（阿 Win 的爸爸）、敏清的爸爸（家弘的外公）、貴強、Simon  

Chan 的母親、Iris 的母親、翁姑娘的爸爸、雪萍和她的媽媽、黎英姊妹、周 

伯母（藹芸、靄明、靄萍的母親）、、阿卓的父親、Karrie 的外公。 
 

同時，求神安慰和加力給照顧家人的弟兄姊妹，讓他們經歷神的力量和恩典！ 

 

7. 請記念已經前往海外升學和居住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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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ford 的家庭、本見、Bernie、Chloe，Joyce、知願，求 

天父恩領他們的腳步，逐漸適應和融入當地的生活、學業和工作，並能參與 

適合的教會。 

 

8. 藹芸的奶奶於上週離世，願神安慰藹芸和她的丈夫、女兒、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