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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的愛】(國) 詞、曲：曾維寧 

讚美之泉專輯：最珍貴的角落 
 

祢創造宇宙萬物，統管一切所有， 

但祢卻關心我的需要， 

了解我的感受。 
 

祢手鋪陳天上雲彩， 

打造永恆國度， 

但這雙手卻甘心為我， 

忍受徹骨釘傷苦痛。 
 

祢公義審判萬民，聖潔光照全地， 

但祢卻一再賜恩典， 

一再施憐憫， 

給我機會回轉向祢。 
 

祢的愛，如此溫柔， 

超乎我心所想， 

這樣大有能力的主， 

竟捧我在手掌心上。 
 

祢的愛，如此深切， 

我知我無以報答， 

但願倒空我的生命， 

學習祢謙卑的樣式， 

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憂傷痛悔的靈】詩篇 51 

曲、詞：三吉  Milk&Honey Worship 
 

神呀！為我造一顆清潔的心， 

讓我在裡面有正直的靈， 

求祢別棄掉我收走祢聖靈， 

深知我罪數不清。 
 

憂傷痛悔的靈祢不看輕， 

枯乾軟弱生命如何能誇勝， 

祢是愛，我唯一盼望， 

憑十架方可走出罪綑綁； 

 
 

憂傷痛悔的靈祢不看輕， 

醫好敗壞生命，全人潔淨， 

我要得勝，作美好見證， 

靠祢每步成聖。 

 

【God will make a way】 

 神要開道路 曲、詞：Don Moen    
 

神要開道路   

God will make a way 

在曠野無路之處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雖未看見 祂已看顧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祂要為我開道路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  
 

祂是我引導   

He will be my guide,  

領我靠近祂懷抱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愛和力量 日日幫助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祂要開道路  祂要開道路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祂必在曠野裏開道路引領我  

By a roadway in the wilderness He'll 

lead me.  

在沙漠中開江河供應我  

Rivers in the desert will I see. 

天地將要廢去   

Heaven and earth will fade,  

祂的話語永長存  

But His words will still remain.  

在今日 祂要作新事  

He will do something new today. 

 



【Give Thanks】詩集：讚之歌 2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x2）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x2）Give thanks！ 
 

歡欣，心裡感謝神； 

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x2）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  

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x2）  

讚美！ 

 

【一生的福氣】曲、詞：馬啟邦 

同心圓‧敬拜者使團 
 

主 祢是我找了半生的寶貝 

變賣了一切也不會枉悔 

何用後悔 因我已得著祢 
 

主 這是我一生也不配的愛 

救贖我捨身以寶血遮蓋 

從今天起 一世追隨基督愛祢 
 

路窄 但祢伴我走過 

路遙 如父親擔起我 

是祢無條件的愛  

明瞭愛裡沒有懼怕 邁步前方 
 

祢叫心靈貧窮的得天國 

飢渴慕義也得飽足 

哀傷者得安慰  溫柔的得地土 
 

讓那清心的人看得到祢 

憐憫愛護人也得恩恤 

使人和睦的是神兒子 

為祢名 為義受逼迫的得天國 
 

歷世如雲彩高唱  

牧人和羊的凱歌 

看到人流浪與失喪 

莊稼熟透  願祢差僕人收割 
 

主 慶幸我找到最好的福氣 

背十架犧牲我都覺得美  

能甘於捨棄 因我能付托終身是祢 
 

讓我知道受苦都可有福 

因我 已得著祢 

 



講道大綱 

一. 講題： 憐恤之福 

二. 經文： 太 5:7 

三. 主旨： 認識八福中的憐慍之福，並學習培養憐恤之情。 

四. 金句：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 5：7） 

五. 大綱： 
 

1. 憐恤是 
 
 

i. 上帝屬性中的其中一項 (出 34:6) 

ii. 人品格中的其中一項 

- 與恩慈、行公義相關 (詩 112:4) 

- 殘忍行為的相反 (箴 11:17)  

2. 耶穌對人的憐恤 (太 18:23-35) 
 

- 耶穌對人的救贖，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憐恤人，因此他也要求被 

救贖的憐恤他人。 

 

3. 培養憐恤之情  
 

i. 對自己  

- 培養虛心 

- 培養溫柔的心 

 

ii. 對他人 

- 體恤別人的需要 (雅 2:15) 

- 在言語上體恤別人，善待他人 

 

六. 回應 :  
 

1. 我們因主耶穌的憐憫，享受罪得赦免的恩典，主耶穌揀選我們，

呼召我們作他的門徒，他期望我們成為憐憫的人，透過我們來傳

揚他憐憫人的福音。 

2. 讓我們選擇培養自己成為一個願意體恤憐憫別人的人，在生活

中，留意你的周圍，以憐憫的心藉言語和行動去關心那些有需要

的人。 

3. 在教會生活的層面，奉獻金錢作為撒瑪利亞基金，藉教會幫助有

需要的人，憐憫人的父上帝必喜悅我們，厚厚的憐憫我們，賞賜

我們。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歡迎蒞臨參加網上直播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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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崇拜 主日崇拜將採用直播及錄播的方式，配合 zoom 的功能進行，並繼

續沿用 Facebook 的直播群組，連結：https://qrgo.page.link/e8ze8。 

 

為了讓弟兄姊妹更多參與網上崇拜和相交，我們將加設 zoom 網上

崇拜及崇拜後的分享祈禱會，大家可以登入以下連結參加。 

連結︰shorturl.at/jqBKT  

會議 ID：836 8999 0108  

密碼：162393 

時間： 

10 時 45 分-10 時 55 分：交誼問安 

10 時 55 分-12 時 30 分：崇拜聚會 

12 時 30 分-1 時：相交祈禱 

備註：在崇拜時段，參加者可以開啟視訊，與弟兄姊妹「見面」，

至於音訊、聊天等其他功能，則停止使用。在崇拜前後的相交時段，

主持人將帶領大家透過視訊和音訊互動參與。 
 

青少崇拜：將採用 zoom 進行網上直播敬拜，請登入： 

https://us02web.zoom.us/j/87622618023?pwd=M3NteGxBblRT

WEl0OFBqR0ZreldFQT09 

會議 ID：876 2261 8023 

密碼：191345 

講道則採用直播或錄播。 

 

3. 接收效果 為了確定接收網上崇拜的影像和音響效果，請在崇拜開始之前（10

分鐘之直播測試時間）預先測試及調校接收裝置的運作效果。 

建議接收良好音效的方法︰ 
 

1. 把手機 / 平板電腦 / 電腦接駁喇叭，或耳筒； 
 

2. 把手機連接電視，或由電視直接進入 Facebook 直播群組； 
 

3. 在較寧靜的環境中崇拜。 

https://qrgo.page.link/e8ze8
https://us02web.zoom.us/j/87622618023?pwd=M3NteGxBblRTWEl0OFBqR0ZreldFQT09
https://us02web.zoom.us/j/87622618023?pwd=M3NteGxBblRTWEl0OFBqR0ZreldFQT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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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之投票會員資格。敬請留意，多謝合作！ 

 

5. 祈 禱 會 網上祈禱會將於 4 月 6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祈禱內容：主

日學的導師、學生和家長，請弟兄姊妹一起出席，同心祈禱。 

聚會連結：shorturl.at/mvNT8   （4 月 1 日更新） 

會議 ID：826 7878 0051，密碼：156561 

 

6. 默 想 會 教會將於 4 月 15 日（公眾假期）下午 4-6 時舉行受難節網上默想

會，內容：詩歌、默想、分享、信息、聖餐、祈禱，請預留時間，

出席，同心記念主耶穌基督。（4 月份將不設聖餐主日） 

歡迎個別肢體或小組分享詩歌，請向彭牧師或牧者報名，以便安排。 

 

7. 奉獻進度 今年首季的奉獻進度已經明顯改善，達到季度目標，我們為此感

恩！願神報答每位奉獻的弟兄姊妹，並繼續保守下季的奉獻進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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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qrgo.page.link/jBFPf


轉賬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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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政府財政

年度的截數日期為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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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奉獻目標 今年的奉獻目標如下，請同心奉獻，使神家有糧，擴展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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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 1,804,795 61,350 16,180   10,200 200 

尚欠  2,645,205 275,150 124,220  19,800 4,800 
 

 

10. 上週記錄 在 3 月 27 日–3 月 31 日，崇拜人數及奉獻記錄如下：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神學生 差傳 慈惠 

各堂獻金 740,730 489,600 12,150 25,000 3,000 

記名奉獻 39 人 10 人 2 人 5 人 1 人 
 

 

11. 下週安排 
崇拜 網上青少崇拜 

講員 彭家業牧師 

主席 陳家弘 

影音 直播小組 
 

 

 

 



代 禱 欄 

一 .  行 政 部  

1. 奉獻目標：感謝神帶領我們達到今年首季的奉獻目標，願神報答奉獻的弟 

 兄姊妹，祝福他們的生命和生活，常結果子！  

 

2. 財務小組：財務小組將整理年度奉獻收據，請代禱記念他們的事奉！ 

2.  

二 .   敬 拜 部  

1. 默 想 會：求神帶領受難節默想會的籌備工作，預備弟兄姊妹的心靈，同 

     心記念主耶穌基督！ 

 

2. 網上崇拜：求神保守加設的 zoom 視訊網上崇拜，讓弟兄姊妹增加親切和 

歸屬感，更加專心投入敬拜，蒙神喜悅！ 

 

3. 影音小組：請代禱支持岑先生、珈銘、志文等影音小組成員的事奉，並求 

主保守網絡和器材運作良好。 

 

三 .  教 育 部  

1. 網上課堂：我們為著主日學導師的忠心事奉而感恩，願神加力給導師們， 

 幫助他們預備網課的教學材料，帶領家長和學生適應網課，投 

 入學習真理。 

 

2. 受浸課程：願神祝福「性格重整之旅」及「新生命新生活」課程的參加者， 

鞏固信仰，轉化生命。 

 

四 .  團 契 部  

1. 長者小組：長者在疫情暫停小組，亦未必能夠參加網上崇拜，求神的平安 

常與他們同在！ 

 

2. 在學肢體：疫情影響了面授課堂，求神恩待青少年區在學肢體的學業，包 

  括應屆高考的肢體及畢業班的大專生，格外厚賜他們健康、平 

安、智慧，以及支持的伙伴！ 

 



3. 網上相交：願神凝聚弟兄姊妹，一起參加網上聚會，保持相交，互相守望！ 

 

五 .  傳 道 部  

1.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的感恩與代禱事項如下：  
 

a. 感恩，已順利在 3 月 2 日接種了第三劑復必泰疫苗，但 

接種後第二天全身 出現紅疹的過敏反應，手臂及背部的紅 

疹已漸漸地減退，求阿爸保守雙腿 的紅疹能盡快地消退。 
 

 

b. 感恩，喜陽陽感染後第六天便由陽轉陰，鼻塞、喉嚨不適、 

痰和咳的輕微 症狀也沒有了，求父保守同住家人有足夠免 

疫力不被感染。 
 

 

c. 感恩，每周都可以到戶外踏單車做運動，與家人散步曬太 

陽，呼吸新鮮的 空氣，在家中製作營養又美味的食譜，保 

持身心健康。 
 

 

d. 感恩，兩位同工已分別於 3 月 1 日及 9 日順利返回工地， 

求父保守及帶領她 們 14 日強制集中隔離，7 日居家隔離的

生活和身心康健。 
 

 

e. 求父繼續保守及帶領喜陽陽在 3 月中至 5 月期間留港述 

職的安排，包括： 身體檢查(甲狀腺和牙齒)、事工分享、

修補家居地板工程、商討未來事奉 目標及方向。 
 

 

f. 求父保守老家的疫情能盡快緩和下來，人們可以回復正常

的生活和工作！ 

 

2. 英    國：請同心代禱支持關先生和何姑娘一家在英國的宣教工作，保守 

      他們的健康、學業和事奉！ 

 

3. 烏 克 蘭：請代禱記念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況，願神促進和談，止息戰 

火，保護生命，醫治傷者，安慰心靈，彰顯公義，審判惡行， 



六 .  疫 情  

1. 請繼續代禱守望第五波的疫情，願神保守政府最新調整的措施，加油給前線 

 的救護、醫護等工作人員，醫治確診的病人，安慰離世者的親友！ 

 

七 .  肢 體  

1. 本堂有弟兄姊妹和家人確診新冠肺炎，其中陳世伯（Simon 的父親）從院舍 

 遷往亞博治療中心，黎英姊妹中風在沙田醫院留醫期間感染，求神眷顧和醫 

 治！ 

2. Wendy 現在沙田醫院療養，求神預備理想的環境和照顧，讓姊妹不斷邁向康 

 復！ 

3. 鄧世伯（Calvin 的父親）上週在家跌傷，引至尾龍骨第一節骨折，在醫院留 

 醫一週，昨日回家休養。求神保守鄧世伯早日康復，經歷神的恩典！ 

4. 請繼續代禱記念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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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請代禱支持本堂的前線醫療及院舍的工作人員，求神保護身心，加能賜力！ 

6. 疫情嚴重影響學界，求神幫助本堂任職老師及教育界的弟兄姊妹適應工作。 

7. 請記念已經前往海外升學和居住的肢體，求天父恩領他們的腳步，適應當地 

   的天氣、語言和文化，投入教會的群體，得著屬靈牧養和支持。同時，願神 

 恩領準備離港的弟兄姊妹，讓他們與家人親友和弟兄姊妹好好道別，帶著祝 

福迎接人生的新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