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崇拜  2022年 1月 1日 



 崇拜程序  

主    席 : 陳家弘  司    琴 : 李天韻 

講    員 : 李偉強牧師  伴    奏 : 黃逸朗 

司    事 : 伍浩麟  王家洛                                                                                                                                           影    音：劉珈銘   張卓亨 

 

宣    召 :   主席 

唱    詩  : 天天歌唱 

主與我同在 

以基督為中心 

(Lord you are always here with me) 

燃獻生命祭 

 會眾 

 

講    道 : 後疫情時代的基督徒使命 (徒 1：8) 李偉強牧師 

回 應 詩 : 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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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歌唱】詩集：生命陶匠，3   

曲：黎雅詩 詞：甄燕鳴   
 

天天歌唱頌讚神慈恩， 

讚嘆宇宙萬千的奧祕， 

多高深星宿運行原理， 

神造物無限細膩。 

天天歌唱未怕迎狂風， 

有祢結伴每刻恩典夠用， 

邁步浪裡衝， 

何妨澎湃洶湧，祢護送。 
 

神呀！我感激恩手永不曾離開， 

讚歎再造厚恩不可替代， 

萬事盡放開，前程由祢主宰， 

永沒變改（祢是愛）。 
 

【主與我同在】(粵) 詞：古丹青 
   

碰到挫折我靠緊祢，深知主導引我

經過；主應許信實永遠沒更改。 

縱會碰見暴雨風雪，祢帶領我沒半

點驚怕；主的竿引導我唯我所依。 
 

漆黑裡、每天中；是我主祢在我身

邊。讚美我主親愛耶穌，在每一刻

與我同在。祢永伴我每日裡、 

晝夜裡；祢也不改變。靠祢的應許

再燃點，是我的堅固磐石； 

我的一切在祢手中，我永屬祢。 
 

讚美我主親愛耶穌，在每一刻與我

同在。祢永伴我每日裡、晝夜裡； 

祢也不改變。 
 

靠祢的應許再燃點， 

是我的堅固磐石； 

我的一切在祢手中，我永屬祢。 
 

我的一切在祢手中，我永屬祢。 

我的一切在祢手中，我永屬祢。 

【Lord you are always here with me】 
   

Lord You are always here with me 

There is no changing God in Thee 

You are the same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forevermore 
 

Here on Your promises I stand 

You hold my future in Your hand 

My solid Rock, Almighty God 

I worship You 
 

When the trouble comes I trust in 

You 
For I know You will lead me through 

And I know You are faithful till the 

end 

And when the storms are drawing 

near 

When I'm with You I don't have to 

fear 

You're my Shepherd on whom I can 

depend 

Through the day, through the night 

I know You're always by my side 

 

【以基督為中心】譯詞：Michael Loo 
原曲─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Verse 1 

世界要以基督為中心 

一生只為基督去活著 

從亙古主永在  到永久永久 

耶穌不變更祗有 基督 
 

Verse 2 

我也要以基督為中心 

一生只為基督去活著 

從亙古主永在  到永久永久 

耶穌不變更祗有 基督 
 

 

 



Chorus 

沒有可能比祢  千金都不可替代 

是我生命一切   

今將一生一世靠著 

主耶穌  祢是我的主 

 (神是永活我心中  

  全地讚頌主耶穌) 
 

Bridge 

容讓我愛達到高天 

心中只愛慕著  耶穌我的主 

在我心裡獻呈 
 

Verse 3 

教會要以基督為中心 

謙卑甘願一生作僕人 

萬膝皆俯~服  萬口要稱 

耶穌是人類拯救 基督 
 

 

【燃獻生命祭】 
專輯：生命成尊貴 (弦獻音樂 02) 
 

屬世的衝擊每天張羅迷惑， 

從世俗裡面偷取信徒心， 

玷污那屬祢恩約子女， 

環望世界已被那慾念擴張。 

願眾心儆醒以心相連維繫， 

神要在這地興起信徒心， 

收取那屬祢天國莊稼， 

來吧背上十架燃燒我心。 
 

就讓我這一生，為基督甘願擺上， 

來成就祢付託心意使命， 

願祢以火澆奠使我誇勝， 

去我心卑污重燃馨香生命祭。 
 

就讓我這一生，為主不捨亦不棄， 

誠然讓祢用愛譜上盼望， 

願眾生得見主永恆真愛， 

以祢作依歸全然將身心奉獻。 

【差遣我】(國) 
詩集：讚美之泉 GLOW 系列 1 - 差遣我，6 
 

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 

帶希望入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上我的關懷， 

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 

孤獨中人的心在角落顫抖。 
 

差遣我，差遣我， 

我願付出我所有， 

差遣我到需要祢的人群中， 

充滿我，充滿我， 

用祢愛來充滿我， 

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講道大綱 

一. 講題：後疫情時代的基督徒使命 

二. 經文：徒 1: 8 

三. 金句：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 8） 

四. 大綱： 

1. 作我的見證 

- 作見證的意思 

- be my witness 

- 教會/信徒如何為主作見證 

 

2.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 何時得著能力 

- 如何得著能力 

- 你們要去……我就常與你們同在（太 28：19-29）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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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崇拜 今日是 2022 年首個崇拜聚會，祝願大家新年蒙恩，天天得力！ 

 

 

4. 年度主題 教會今年之主題是「天國願景‧穩行世程」，目標是鼓勵弟兄姊妹 

確定天國子民的身份，活出在世生活的動力。  

 

 

5. 主題金句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 6：

33） 

 

 

6. 實習牧者 感謝神帶領李潔盈姊妹於今年 1-8 月在本堂進行牧職實習，她的實

習時間是週六下午及主日上午，主要的事奉是少年團契及兒童主日

學。潔盈姊妹是本堂的會員，現在就讀建道神學院之道學碩士（主

修跨越文化研究）四年級。敬請代禱支持她的實習事奉！ 

 

 

7. 祈 禱 會     今年首次網上祈禱會將於 1 月 5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誠邀

弟兄姊妹一起出席，同心祈禱。 

聚會連結：https://qrgo.page.link/X9cvx  

會議 ID：769 752 4938，密碼：33930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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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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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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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qrgo.page.link/jBF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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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聚會報名 依照政府指定的聚會名額上限，請大家預先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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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rturl.at/anxR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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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能作主耶穌的門徒，誠邀弟兄姊妹參加以下兩個火炭區聚會︰ 

1. 網上簡介會及組長訓練：日期：1 月 15 日，時間：上午 10-12 時。 

2. 查經班：日期︰2 月 11 日（逢週五），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4

時 30 分，形式：實體 / Zoom，書卷︰尼希米記（共八堂）。 

報名/查詢：岑允強傳道（95209939）、Wendy So 姊妹（9093062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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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rturl.at/anx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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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奉獻記錄 2021 年的奉獻記錄如下，感謝神的供應，願神報答奉獻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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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3,416 253,785 129,598   18,000 10,000 

尚欠  --- 232,324  ---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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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0,000 336,500 140,400   30,000  5,000 
 

 

16. 上週記錄 在 12 月 27–31 日（下午五時），各堂崇拜人數及奉獻金額如下： 
 

出席人數 普崇：28 早堂：40 午堂：105 

各項奉獻 年度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各堂獻金 88,775 134,800 69,400 34,730 

記名奉獻 17 人 15 人 7 人 4 人 
 

 

17. 下週安排 講    員 彭喜清牧師 

實習主席 朱曉陶 

司    琴 李天毅 

司    事 劉珈銘   尹嘉譓 

影    音 王家洛   潘泓宇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年度計劃：感謝神帥領我們經過 2021 年，我們將新的一年交在新的手中， 

          願神親自祝福我們 2022 年的教會計劃「天國願景‧穩行世程」， 

          堅固弟兄姊妹確定天國子民的身份，活出在世生活的動力，實 

          踐使命，發揮見證，影響社會。 
 

2. 事奉人員：感謝神使用事奉人員的愛心和忠心事奉、願神堅固我們所作的 

工！求神加力及使用今年的每一位事奉人員，常常保持美好的 

靈命，得力和喜樂地事奉！  
 

3. 奉獻目標：感謝神供應我們的需要，願神報答弟兄姊妹的奉獻！求神感動 

弟兄姊妹忠心履行十一奉獻的本份，使神家有糧，發展福音工 

作，祝福更多的生命！ 
 

4. 行 事 曆：在疫情的不確定情況之下，求神幫助教會安排各部的事工及聚 

會。 

 

二 .   敬拜部  

1. 敬拜團隊：願神更新和祝福敬拜團隊的各個崗位的事奉人員，每週帶領會 

       眾獻上神所喜悅的敬拜！ 
 

2. 祈 禱 會：枝了離開葡萄樹，就不能做什麼！願神招聚弟兄姊妹出席網上 

          祈禱會，一起謙卑依靠主，彼此在靈裡結連，支出從天上而來 

的力量，為主在地上結出美好的果子！ 

 

三 .  教育部  

1. 導師團隊：我們為著主日學的導師在去年的美好事奉而感恩，願神繼續加 

 力和祝福他們的事奉，教學相長，結果更多！ 
 

2. 實習牧者：感謝神帶領李潔盈姊妹回到母會實習，願神祝福她的靈命、健 

       康、家庭、學業和事奉！ 

 

 



四 .  團契部  

1. 新年活動：願神祝福弟兄姊妹的新年節日活動，舒暢身心，深化相交，共 

       享主恩！ 
 

2. 學    業：願神祝福青少年區的在學肢體的學業，厚賜他們健康、平安、 

     智慧和伙伴！ 
 

3. 長者健康：在新的一年，願神保守長者們的身體健康，心靈平安，眷顧他 

       們每天的起居飲食作息！ 

 

五 .  傳道部  

1. 短    宣：感謝神帶領迦南團的 Janice 和 Howard 將於 1 月 9-14 日參加 

     學園傳道會舉辦的海外短期宣教行動（網上）。願神大大使用 

     他們，供應他們的需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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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英    國：請代禱支持關先生和何姑娘一家在新一年的宣教事奉，特別記 

念英國當地最近的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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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在上週受浸，願神堅固他們的委身心志， 

 祝福他們的靈命繼續成長！ 

 

2. Olive 姊妹的媽媽--關貞玲伯母於週初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1 月 21 日 

 （星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在大圍寶福紀念館舉行。求神安慰 Olive 姊妹及 

家人，保守安息禮拜的籌備工作！ 

 

3. 請繼續代禱記念需要治療及康復的肢體和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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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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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