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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電話 2691 8105 傳真︰2691 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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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網址：www.yanlamchurch.org 

http://www.yanlamchurch.org/


【原是祢恩惠】 
角聲使團專輯：心弦接觸，5   
 

萬籟寂無聲，卻見證呼應， 

教我領會知道，神同在喚我心靈； 

信實達穹蒼，智慧遍天際， 

細緻佈下一切，神同在沒法推諉！ 
 

高聲讚頌神極偉大精心創世， 

這個世間存留原是祢恩惠； 

祢顯彰在我心，流露深愛到萬世， 

終一生敬拜，我永願為活祭！ 
 

【祂救了我】詩集：青年聖歌 
   

以前我迷失在罪途， 

輕慢主愛，遠離公義正路， 

我真不知為何拒絕， 

捨身流血愛我靈的耶穌。 
 

我真永遠夢想不到， 

我能得到這樣平安喜樂； 

基督已拯救我靈魂， 

也能救我勝過一切罪惡。 
 

副歌： 

祂救了我，從罪中釋放我， 

在各各他為我付上代價； 

我一切罪主已完全赦宥， 

使我黑夜變為白晝。 

 

【感恩中讚美】角聲使團敬拜讚美專

輯 08：振翅翱翔，7 曲：鍾國鋒 詞：陳美儀 
 

光陰不停留， 

人生彷彿每天匆匆退後， 

每個片段裡，多少喜與憂！ 

奔波的歲月， 

神看顧眷佑恩典不保留， 

無論軟弱挫敗總也未放手， 

是知己與密友。 
 

尋著信祇因祢， 

慈聲叮囑我要緊記， 

前途在祢手裡，毋須擔憂痛悲； 

忘掉歎息唏噓， 

明天終必靠祢鼓舞高飛！ 

感恩中讚美，頌主眷愛善美。 
 

恩典多淋漓， 

神亙古的愛千般的細膩， 

細意創造我，祢計劃完備； 

天天的引導， 

寒冬秋雨亦早晚不分離， 

為我編寫一生怎會能忘記？ 

從心底讚頌祢！ 
 

尋著信祇因祢， 

慈聲叮囑我要緊記， 

前途在祢手裡，毋須擔憂痛悲； 

忘掉歎息唏噓， 

明天終必靠祢鼓舞高飛！ 

感恩中讚美，頌主眷愛善美。 
 

感恩中讚美， 

求一生可以榮耀祢。 
 

【主祢本為大】 
詩集：傳耶穌 2，21 
 

主，祢本為大，當受極大讚美， 

在我們神至聖城中， 

願全地都喜樂。 
 

主，在祢裡面我們已有權柄， 

能戰勝黑暗眾仇敵； 

今向祢來敬拜。 
 

主，我們高舉祢至聖尊名， 

主，我們何等感謝， 

因祢為我成就大事； 
 



主，我們信靠祢無比大愛， 

主，惟有祢是永遠上帝， 

祢聖名在天地之上。 

 

【Great is the Lord】 
 

Great is the Lord and most worthy of 

praise, the city of our God, the holy 

place , The joy of the whole earth. 
 

Great is the Lord in whom we have 

the victory, He aids us against the 

enemy We bow down on our knees. 
 

And Lord, we want to lift Your name 

on high, And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works You've done in 

our lives,  

And Lord, we trust in Your unfailing 

love, For You alone are God eternal 

throughout earth and heaven above. 
 

【以愛還愛】 
詩集：愛在軟弱中盛放，4 

曲：何維健 詞：盧淑儀 
 

賜下祢恩光，照亮我心房， 

不會再驚慌，為祢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靠在祢身旁， 

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呼喊的， 

祢都親手撫摸，讓不朽的， 

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 
 

主祢當得敬拜讚美， 

祢恩典覆蓋這地， 

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祢起， 

榮耀頌讚歸與祢讚美， 

祢關心親切細膩， 

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 

一生都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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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頌】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 

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 

同心讚美父、子、聖靈。 

阿們。 

 

 

 



講道大綱 

一. 講題：識得感恩源於看見神 

二. 經文：羅馬書一章 20 節 

三. 主旨：藉著感恩的經歷看見神，從而更堅定相信上帝的存在和同在。 

四. 金句：「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

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羅 1:20) 

五. 大綱： 

 

1. 盤古開初：造天地以來 

 

2. 眼不能見，但可以曉得 

 

3. 無可推諉 

 

六. 回應： 

1. 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甚麼？哪些部份是你認為無可推諉的？上帝的創

世、基督的降世與救贖在你心中有足夠的份量，足以成為不可動搖的

部份嗎？願上帝堅壯你的信心！ 

 

2. 今天是感恩崇拜。讓我們回顧今年的點點滴滴，看在哪些地方「看見」

上帝的同在，看見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信心在數算恩典中更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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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     今日是聖餐主日，早堂崇拜時間：9 時 15 分至 10 時 45 分，午堂崇

拜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敬請預備心靈，省察生命，同心

記念主耶穌基督。 

 

 

4. 感恩崇拜 同時，今日亦是年終感恩崇拜，歡迎弟兄姊妹分享見證，每人限時

3 分鐘，請到中排的前面座位入座，以便安排。 

 

 

5. 感恩奉獻 我們鼓勵弟兄姊妹以感恩奉獻，藉此回應和報答神恩！ 

 

 

6. 浸    禮 我們將於今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浸禮，受浸肢體：凌可欣姊妹、

劉珈銘弟兄，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7. 佈道表格 為了統計 2021「關懷社區‧佈道結果」的佈道情況，請弟兄姊妹填

交電統計子表格，有關連結：shorturl.at/pBW26 

 

8. 事奉支出 請事奉人員提交 2021 年的事奉支出單據，以便財務小組跟進。  

9. 招募表格 請大家到接待處領取 2022 年的事奉招募及回表格，填寫願意參與之

事奉崗位、課程、認獻項目、受浸或轉會報名，然後把表格放入收

集箱，以便安排。 

 

 

https://qrgo.page.link/jBFPf


 

10. 社區查經 香港社區查經班（CBS）藉著深入查考聖經及彼此以愛心關懷，培育

每個信徒能作主耶穌的門徒，將於 2022 年 1 月 15 日（六）上午 10-12

時舉行網上簡介會及組長訓練，歡迎聯絡 Wendy So 90930629 

(whatsapp) ，查詢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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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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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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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此感

恩！請弟兄姊妹把握今年最後一週同心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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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3,878 189,785  94,868   18,000 10,000 

尚欠  106,122 296,324  33,132 --- --- 
 

 

13. 上週記錄 在 12 月 20–24 日（下午五時），各堂崇拜人數及奉獻金額如下： 
 

 

出席人數 青少：43 普崇：27 早堂：45 午堂：79 

各項奉獻 年度 感恩 差傳 

各堂獻金 22,349 2,960 2,600 

記名奉獻 12 人 4 人 3 人 
 

 

14. 下週安排 崇拜 早堂 午堂  

講員 李偉強牧師 

主席 劉玉芬 

司琴 朱曉陶 

和唱 王思明   蔡寶兒 

司事 關秀菁   林麗玲 馮儉強   鄧寶琼 

影音 何少芬   鍾潔芳 周景良   盧家輝 
 

 

 

 

 



 代 禱 欄 

一 .   敬拜部  

1. 年終感恩：感謝神帶領我們經過 2021 年，從歲首到年終的恩典，願我們帶 

著感恩的心靈，一起參加聖餐主日暨年終感恩崇拜，以感恩為 

祭獻給神！ 

 

二 .  行政部  

1. 奉獻目標：願神感動弟兄姊妹甘心樂意奉獻，使神家有糧，發展聖工，祝 

福生命！ 

 

2. 事奉人員：感謝神招聚每一位事奉人員盡心事奉，願神祝福，繼續使用！ 

 

3. 明年計劃：求神帶領牧執團隊計劃明年的事工計劃、行事曆及人手招募。 

 

三 .  教育部  

1. 受浸課程：求神加油給「戒絕壞習慣之旅」及「新生命新生活」課程的參 

 加者，靠主活出真理。 

 

四 .  團契部  

1. 節日活動：願神祝福弟兄姊妹的節日活動，舒暢身心，深化相交，共享主 

 恩！ 

 

2. 宣教營會：感謝神帶領幾位少年人在 12 月 27-29 日參加 YWAM（青年使 

命團）的宣教體驗營會，請代禱支持和祝福他們的成長歷程！ 
 

3. 學    業：青少年區的在學肢體正面對中學、高考、大專的學業挑戰，求 

神厚賜健康、平安和智慧！ 
 

4. 長者健康：教會的長者最近先後入院，求神保守長者們的身體健康，起居 

平安！  

 

五 .  傳道部  

1. 外展關懷：感謝神帶領我們完成各項的聖誕關懷活動，包括：駿洋聖誕嘉 

年華、聖誕兒童聚會、院舍及家庭探訪。 



 

2. 短    宣：迦南團的 Janice 和 Howard 將於 2022 年的 1 月 9 日至 1 月  

14 日參加由學園傳道會舉辦的海外短期宣教行動（網上）。請 

為他們的裝備和籌款代禱！ 

 

3.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十二月份感恩與代禱事項如下：  
 

a. 感恩，我們能在上月 20-23 日(當地新年期間)，到訪 5 個山 

村探望學生和他們的家人，把父的平安、喜樂和祝福帶給 

他們。 
 

b. 感恩，鎖骨受傷的弟弟已漸漸康復過來，上月中已投入新 

的工作，求父幫助他能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和作息安排，繼 

續保守他的身心靈全人健康。 
 

c. 感恩，也許今年山城的冬天會比去年更冷，但因父的恩典 

與慈愛，透過不同的小天使，讓我們的內心感受到無比的 

溫暖。 

 

d. 求父安慰因病而失去十隻羊的農業學員，鼓勵他繼續有信 

心管理他的羊舍和羊群，能夠在這次的過程中，讓他學習 

到更多寶貴的經驗。 

 

e. 感恩，天父已為 JL 幼兒園“曙光校厠”預備了兩個合適的 

捐贈方，求父繼續保守帶領當地政府的審批過程，盼望能在 

本月順利簽定四方合約。 

 

f. 求父控制當地疫情不再擴散，賜足夠智慧並帶領我們作籌\ 

備工作，並邀請當地的朋友們來參加年終慶祝會，把這份 

愛的禮物與他們分享。 

 

g. 父阿，讓我們天天經歷祢，經歷祢的豐盛；經歷祢的作為 

何等奇妙；經歷祢是無所不能；經歷祢是永遠愛我們的阿爸 

父；經歷在祢裡面的真平安。 



 

4. 英    國：請代禱支持關先生和何姑娘一家在英國的宣教事奉，特別記念 

          最近的疫情，保護他們一家及出席聚會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 
 

 

六 .  肢體  

1. 感謝神帶領珈銘弟兄和 Nickie 姊妹將於今日受浸，願神藉著他們的見證激勵 

 生命，並且堅固他們的委身心志，祝福他們的靈命繼續成長！ 

 

2. 陳素琼姊妹的女兒劉怡姊妹將於 12 月 28 日返回澳洲，求神帶領她的旅程。 

 

3. Olive 姊妹的媽媽和詹春霞姊妹的奶奶都患上心瓣的病症，分別接受強效抗 

生素及手術，請為兩位長輩的身體和心靈代禱！ 

 

4. 請繼續代禱記念需要治療及康復的肢體和家人，包括：敏清、貴強、梁啓予 

 醫生、方來弟兄、素琼姊妹、惠玲姊妹、敏清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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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每逢佳節倍思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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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 的家庭、Carrie（家怡）的家庭，求天父恩領他們的腳 

步，適應當地的天氣和文化，逐步融入當地的生活、學業和工作，並能參與 

適合的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