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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讚美】詩集：祢是王，4

用我此生去榮耀祢，心明白祢。

曲：吉中鳴 詞：鄭楚萍

世事變遷，
但基督的恩愛段段未改變，
榮幸有著祢的愛源源不斷，
願意一生跟從耶穌基督走到父跟
前，祈望配受我主賜榮耀冠冕。

地與海奏出歌韻，
磐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頌，雲霧同頌吹送，
全地奏響聲勢無比。
頌讚聲永不衰竭，
全地要敬拜事奉，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
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讓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
讓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
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詩集：奉主名前進，1

耶穌，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來敬拜；
耶穌，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也承認祢是主！

唯獨我們的恩主，救贖永不變。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粵)
詞、曲：葛兆昕、陳慧瑟
有情天音樂世界 ／ 粵語詞：謙柔

求主 願祢保守潔淨我鑒察我心
全心謹遵旨意度這生
全因祢的寶貴話語心內印
前路照亮我 除掉我懼怕驚惶
求主 願祢堅穩我力氣賜我信心
全心勇敢挑戰願再奔
如今每當感軟弱靠主導引
沿路勉勵我 能遇挫敗不退縮

耶穌是主！耶穌是主！
懇求聖靈指教我，
耶穌基督是主！

副歌：
現我確知神在我一生裡
每天需要祢助我堅守信心
讓我這生能做祢喜悅兒女
盡傾倒這生全力獻奉榮耀祢

【唯獨恩主】曲、詞：蘇孫漢

【同心合意】(粵語)

詩集：團契遊樂園 5 - 應許‧詩歌本，16

主耶穌，祢是我的路，
因著祂犧牲救贖罪奴，
主耶穌，給我力量，贈我鼓舞，
讓我放聲去傳頌祢，心懷念祢。
主耶穌，祢是我的道，
聽從祂，必不叫我迷途，
主耶穌，聽我盡情盡意禱告，

粵詞：甄燕鳴
讚美之泉：恢復粵語敬拜 - 共建專輯(二)
原曲詞：游智婷／鄭懋柔

當和您一起 歌頌共禱告
神開始帶動我 盼為您祝福
主完美旨意超越自我心意
沿路祂牽引達到更高處
副歌：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

為要見證聖善名字
同心挽手 同心合意
邁向新天新地現鬥志
目標一致 大使命在前
過門：
萬世真光 晝夜護航
萬眾一心 貼近神導向
尋覓祂國界 奉救主為王
同心同行 到處放聲宣講
目標一致 理想一致
願獻出真誠的心意
並肩矢志
為使命前進

講道大綱
一. 講題：相愛共苦
二. 經文：約 15: 9–27
三. 主旨：遵主命令，彼此相愛，共同面對挑戰，活出合一見證，忠心踐行福
音使命。
四. 金句：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
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五. 大綱：
1. 常在愛裏（約 15: 9-17）
- 遵守主的命令，常在主的愛裏；正如主遵守父的命令，常在父的愛裏
2. 逼迫苦難（約 15:18-27）
- 逼迫（約 15:20、16:2）；苦難（約 16:33）
3. 靠主得勝（16:1-33）
- 預備心志（16:1、4、6-7、12、33）
- 聖靈引導（16:7、13）
- 化憂為喜（約 16:20-22）
- 以愛勝苦（約 16:21）
- 反敗為勝（約 16:33）
- 主裏平安（約 16:33）
- 祈禱得力（(約 16:23-24、26）
4. 愛裏得力（約 17: 1-26；15:9-17）
- 合而為一（17:21-26）
- 影響世界（17:15-19）
- 使命人生（17:1-4、18-21、15: 21、16:3；15:16）
- 愛的見證（17:22-26；15: 9、13:35）
六. 回應：
1.

相愛：真誠溝通，互相交心，切實代禱，彼此支持，深化屬靈的友誼。

2.

共苦：主動關懷、探訪、聆聽、分擔、安慰、陪伴、施贈，支援肢體。

3.

使命：把握聖誕的氣氛，關懷送暖，外展佈道，發揮道成肉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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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講員

感謝神帶領彭家業牧師（恩福神學院副院長）下週蒞臨講道，請預
備敬拜和聽道的心靈，準時出席。

4. 會員大會

教會將於 12 月 12 日（主日）下午 1 時舉行會員特別大會，議程：
通過 2022 年度財政預算。請會員領取會議通知書，預留時間，同心
出席。萬一未能出席，請填交代表委任表格，截止時間：12 月 10
日下午 1 時。如有查詢，請聯絡執事。

5. 兒童聚會

教會將於 12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下午 1 時舉行兒童聖誕
聚會，導師：青年使命團（YWAM）
、暑期聖經班導師；内容：暑
期聖經班重温、聖誕詩歌、信息、遊戲；對象：Discover 暑期聖經
班的參加者、本堂兒童主日學的學生（小一至小六）、社區的小學
生，名額有限，請到接待處報名。

6. 關懷活動

教會將於 12 月舉行聖誕關懷活動，形式包括家庭探訪、社區服務、
小組活動，歡迎個人、小組或合組參加，請到接待處或牧者報名。

7. 聖經畫展

教會現在舉行「聖經國畫展」
，展示黃瞻遠弟兄的作品，主題：記念
耶穌受難復活歷程，藉著文化藝術分享信仰，歡迎信徒或慕道朋友
參覽，請勿觸碰畫作，注意安全。

8. 聚會報名

依照政府指定的聚會名額上限，請大家預先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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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EZ8

9. 書籍贈閱

教會現有屬靈書籍/刊物免費贈送給弟兄姊妹取閱，歡迎自由取閱。

10.牧者消息

岑允強傳道在 11 月 30 日覆診，醫生因應其康復進度，延長病假至
12 月 11 日。請代禱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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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上週記錄

14.下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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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531

178,885

93,568

16,000

10,000

尚欠

514,469

307,224

34,432

---

---

在 11 月 29–12 月 3 日（下午五時）
，各堂崇拜人數及奉獻金額如下：

早堂：38

午堂：96

出席人數

普崇：33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十一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各堂獻金

39,080

5,210

8.000

3,230

記名奉獻

13 人

7人

4人

2人

崇拜

早堂

午堂

講員

彭家業牧師

主席

羅偉業

司琴

梁振江

和唱

岑慧莊

司事
影音

甘露薇

張汛妮

鍾潔芳

梁月好

鄧寶琼

歐志文

林正貞

代 禱 欄

一. 行政部
1. 會員大會：願神帶領牧者和執事團隊預備明年的事工計劃及財政預算，招
聚會員同心出席會員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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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浸宣聯會：浸宣聯會將於 12 月 5 日舉行會員周年大會及職員選舉，求神選
出合適的職員，更新浸宣聯會和堂會，實現十年願景。

二. 敬拜部
1. 影音小組：求神加力給影音小組的事奉人員，保守影音器材的良好性能，
使現場和直播聚會都能順暢進行，讓參加者同心敬拜。

三. 教育部
1. 受浸課程：求神加油給「戒除壞習慣之旅」課程的參加者，靠主活出真理，
棄絕生活的壞習慣。

四. 團契部
1. 長者健康：長者小組的肢體最近先後入院，求神保守他們及其他長者的身
體健康，起居平安！

2. 青年課程：請代禱支持參加「新生命新生活」受浸課程的青年肢體，
願神堅立他們的心志，祝福他們的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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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攤位活動：駿洋聖誕嘉年華，日期：12 月 18 日，時間：下
午 2-5 時，地點：駿洋邨，對象：駿洋邨居民。服侍單
位：恩霖堂少年成長計劃--駿洋小組。

b. 聖誕聚會：日期：12 月 23 日，時間：上午 10 時--下午 1 時，
地點：恩霖堂，對象：小學生，服侍單位：青年使命團、恩
霖堂弟兄姊妹。

2.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十一月份感恩與代禱事項如下：
a. 感恩，外籍隊長已平安返回加拿大述職，求父祝福她在院
的工作和生活，有機會分享我們在山村裡的各個項目及需
要。
b. 感恩，我們已順利參與上月 19-21 日的聯合退修會，通過這
次「全人健康」專題分享，同工們在身、心、社、靈等範
疇中都得到了更新。
c. 感恩，我們已順利於上月 22 日在 JL 幼兒園裡，與 100 多
名幼兒和家長舉辦了第一次親子健康活動日，以及為當地 5
名老師進行培訓。
d. 求父繼續賜智慧給五位農業合作社的男學員，幫助他們有
耐心地管理羊舍和飼養羊群，成為他們鄉村裡的模範。
e. 求父帶領 JL 幼兒園「曙光校厠」建造前的預備工作，保守
我們能順利通過當地政府衛生部門的審批，十二月能簽定
四方合約。
f. 求父控制當地疫情不再擴散，保守在外上學或工作的學生
們能回家慶祝本月的新年，我們能在 19-22 日期間到各個山
村裡探訪學生和他們的家人。
g. 求父繼續醫治鎖骨折的弟弟，讓他的身體能早日痊癒，保
守他的心靈被主安慰和鼓勵，為他預備一份合適的工作。
h. 求父吸引我們來渴慕祢，引領我們來親近祢、敬拜祢，享
受我們和祢的關係。讓祢成為我們喜樂滿足的泉源，讓我
們成為按祢旨意而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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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實體崇拜的人數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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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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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何姑娘的學習還有秋季一個學期，時間緊迫，求主加力。
並請記念在浸神的服事，同心拓展聖工。

六. 肢體
1. 岑先生在 11 月 30 日覆診，醫生因應其康復進度，延長病假至 12 月 11 日。
請代禱記念，願岑先生的身心得到充份休養，早日全面康復！

2. 請繼續記念敏清、貴強手術之後的康復，願神祝福他們的飲食和睡眠質素。
3. 方來弟兄（迦勒長者團契）上週因眼痛、吐血、高血壓入醫院，求神賜予平
安，得著醫護的悉心照顧！

4. 請繼續代禱記念需要治療及康復的肢體和家人，包括：梁啟予醫生、Olive
的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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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佩賢姊妹（銀禧長者小組）的丈夫梁介德弟兄在上週安息主懷，安息禮拜
定於 12 月 17 日（五）晚上 7 時 30 分在世界殯儀館 3 樓明思堂舉行，願神
親自安慰姊妹和家人。

6. Ivan 和家人將於 12 月中往外國進修和生活，求神祝福他們預備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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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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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