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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及祢】
曲、詞：高國賢
詩集：主澤長流 4，9

無聲無息來到世上，
寧願放棄天國的一切，
誰知耶穌來到世上，
全是為了眾罪過犧牲！
不怕艱難在俗世中顯出真愛，
更在架上全顯祂的愛，
駕著彩雲直達上天為我祈求，
引導我願意帶領我走！
副歌：
若昨天失去祢，人生乏味，
寧漠視主真理，
祈望祢會在此刻寬恕我當天不羈！
願這刻緊靠祢，全心預備，
榮耀頌讚歸祢，誰能及祢，
救贖我甘在各各他掛死？
誰能及祢，愛著我不捨棄？

【徹底】鹹蛋音樂事工：重生 EP2
曲、詞：Glory Cheung

Verse 1
甘放下聽候祢耶穌，
交上願祢牧我一生，
謙卑到祢座前，
清心見祢榮面。
Verse 2
於軟弱困乏裡回應，
因祢話語讓我甦醒，
不再瞎眼，今得看見，
深深渴慕神奇妙救拯。

Chorus
徹底醫治，破碎的心，
徹底洗淨，無盡過犯，
徹底安慰，憂傷的心靈，
徹底的愛，賜我盼望，
徹底醫治我。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國)
有情天詩集 03 - 活出真正的祢，13
詞曲：葛兆昕、諶慧瑟

哦主，求祢保守的心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
我願將祢話語深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求祢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祢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

【Good good Fahter】
written by Pat Barrett and Tony Brown

Oh, I've heard a thousand stories of
what they think you're like
But I've heard the tender whisper of
love in the dead of night
And you tell me that you're pleased
And that I'm never alone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Oh, and I've seen many searching for
answers far and wide
But I know we're all searching
For answers only you provide
'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we need
Before we say a word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Cause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to u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to us
Oh, it's love so undeniable
I, I can hardly speak
Peace so unexplainable
I, I can hardly think
As you call me deeper still
As you call me deeper still
As you call me deeper still
Into love, love, love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x2)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爸爸的肩膊】
團契遊樂園專輯：爸爸的肩膊
曲：賴永亨
詞：甄燕鳴

靜靜回味成長中片段，
歡呼嘆息循環不斷，
共渡晴天陰天，脈搏也相連，
爸爸的眷顧守身邊。
踏著潮浪，人海中佇立，
高山再高仍在腳下，
撲面塵埃風沙，未放棄攀爬，
因你帶動鍛鍊有加。
是你的肩膊承受壓力撐起一個家，
未畏縮，堅決維護信念更不惜代價，
多少敦促訓話，多少叮囑牽掛，
毋忘教我分清真與假。
汗雨灑，栽種期望，不管有否開過
花，是老鷹，知幼鷹學飛總跌倒感
害怕，怎去溝通接納，未停耐心鞭
策，何時發覺爸爸兩鬢斑白。
過門：
父親雙手，風霜侵透，以蝸居興建
了發光小宇宙，父親開解，似清泉
源頭，如瀑布沖走困憂。
副歌 2；
是你的肩膊承受壓力撐起一個家，
未畏縮，堅決維護信念更不惜代價，
多少敦促訓話，多少叮囑牽掛，
毋忘教我分清真與假。
汗雨灑，栽種期望，今天終於開了
花，是幼鷹，早已雲上飛越再不須
害怕，親恩心中照亮，就如漫天彩
霞，沿途教我珍惜，放眼當下。
父愛長留低，溫暖我的牽掛。

講道大綱
一. 講題：智慧的承傳
二. 經文：箴 4：1–9
三. 大綱：
1. 父親的妥拉 -- 認識聰明 (箴 4:1-2)
1 眾子啊，要聽父親的教訓，留心得知聰明。
2 因我所給你們的是好教訓，不可離棄我的法則。
2. 見證從小就謹守的誡命 (箴 4:3-5)
3 我在父親面前為孝子，在母親眼中為獨一的嬌兒。
4 父親教訓我說：你心要存記我的言語，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5 要得智慧，要得聰明，不可忘記，也不可偏離我口中的言語。

3.

承傳智慧 - 智慧的開端 (箴 4:6-9)
6 不可離棄智慧，智慧就護衞你；要愛她，她就保守你。
7 智慧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內必得聰明。
8 高舉智慧，她就使你高陞；懷抱智慧，她就使你尊榮。
9 她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把榮冕交給你。

四. 回應：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歡迎蒞臨聚會或參加網上直播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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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謝

我們多謝彭家業牧師（恩福神學院副院長）今日蒞臨講道，願神使
用和報答她的事奉！

3. 父

親 節

今週是父親節崇拜，願我們記念和孝敬父親，祝福父親的身心，領
受和傳承天父的恩典！

4. 聖餐主日

下週是聖餐主日合堂崇拜，早堂時間：9 時 15 分--10 時 45 分，午
堂時間：11 時--1 時，敬請預備心靈，同心記念和敬拜恩主耶穌基
督！（下週六不設青少年崇拜）

5. 姊妹日營

浸宣聯會將於 6 月 25 日（六）舉行姊妹日營，主題：我的選擇-獨特的人生路，講員：劉佩婷博士（美國註冊家庭治療師、建道神
學院輔導系助理教授及輔導系主任）
，歡迎姊妹到接待處報名參加，
詳情請參閱海報。如有查詢，請聯絡李姑娘。

6. 執事提名

執事選舉提名已經在上週截止，共有 14 位弟兄姊妹獲得足夠的提
名，他們將於 7 月 10 日回覆是否接受提名，敬請為他們代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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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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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上週記錄

10.下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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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146

138,349

21,730

10,700

200

尚欠

2,090,854

198,151

118,670

19,300

4,800

上週的崇拜出席及奉獻記錄（截至 6 月 17 日下午 1 時）如下：
出席人數

青崇：46

早堂：44

午堂：62

普崇：30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各堂獻金

60,582

3,270

13,560

1,000

記名奉獻

23 人

6人

6人

2人

崇拜

早堂

午堂

講員

彭喜清牧師

主席

陳傳賢

司琴

梁振江

和唱
司事
影音

游淑雯
甘露微

張汛妮

何少芬

梁臻悅
李靜芬

鄭暉怡

歐志文

許紹軒

代 禱 欄

一. 行政部
1. 執事選舉：感謝神保守我們完成執事提名，願神帶領 14 位獲得足夠提名的
會員，認真考慮和禱告，尋求神的心意，預備合適和足夠的執
事候選人，承擔和承傳神家的使命！。

二. 敬拜部
1. 實習事奉：感謝神帶領弟兄姊妹參與實習主席、司琴、伴奏、和唱等事奉，
求神祝福他們的靈命、心志、技巧和團隊關係！

2. 合唱小組：感謝神招聚有心的肢體參加合唱小組，在崇拜聚會和安息禮拜
獻唱詩歌，引領會眾的心靈敬拜和經歷神！

三. 教育部
1. 師生健康：校園最近的確診個案增加，願天父保守主日學的學生和導師的
身體健康，每週愉快和健康地學習聖經真理，在愛中成長！

四. 傳道部
1.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的六月份感恩與代禱事項如下：
a. 感恩，已順利完成 5 月 29 日在大家庭的信息和事工分
享，盼望各人的生命能被主建立，繼續帶着使命來面對明
天，活出豐盛的生命。
b. 感恩，JL 山村幼兒園厠所改造工程已順利竣工，求父透過
第二座「曙光校厠」來祝福當地的幼兒、老師和村民。
c. 求主賜耐心給 JL 山村幼兒園當地兩位老師，能用心教導
幼兒正確地使用 「曙光校厠」；求主賜智慧和責任感給小
學校長，能安排人手定期保養維修 及管理。
d. 求主引領喜陽陽在返回山村前，能跟合適的伙伴和領導溝
通交流，探索未 來事奉發展的可能性，一同尋求上頭來的
指示。
e. 感恩，喜陽陽預訂了 6 月 20 日的機票，求父保守及帶領

當天的行程，通 過所有的檢測程序，能有智慧來安排 21
天的隔離生活和工作，平安順利地 返回山城。
f. 求主保守喜陽陽的家人平安，身心強健，每天靠主喜樂，
與主與鄰舍有美 好的連結。

2. 暑期事工：求神帶領我們計劃暑期的外展事工，為我們預備資源、合作伙
伴和對象。

五. 團契部
1. 姊妹日營：感謝神招聚本堂 8 位姊妹參加下週六的浸宣姊妹日營，願天父
祝福姊妹們的相交、學習和成長！

2. 初職小組：求神建立初職小組的肢體，確定職場召命，堅守信仰，工作得
力，活出見證！

3. 在學肢體：以利沙團和迦南團的肢體分別面前校內考試及校外實習，求神
保守智慧地管理時間，在忙碌中保持健康的身體、靈命、人際
和家庭關係。
4. 成長計劃：感謝神帶領少年成長計劃重聚活動，願神祝福新一期的活動，
讓參加者領會神的愛，又為我們預備導師和事奉的人手！

六. 肢體
1. 願神祝福我們的父親，身體健康，心靈平安，每天領受天父的引導和恩典，
在家庭中傳承美好的榜樣！

2. 慧敏姊妹的二子（梓宇，14 歲）確診患上淋巴瘤癌症，現正接受 56 天的化
療。請懇切代禱，求神醫治梓宇，保守化療的效果，減少痛苦和副作用。
同時，求神加力給慧敏，讓她身心保持健康，照顧留院的梓宇，以及家中的
長子和幼女。

3. 請繼續代禱記念需要治療及康復的肢體和家人。同時，願神安慰和加力給照
顧家人的弟兄姊妹，讓他們經歷神的力量和恩典！

4. 請記念計劃及已經前往海外升學和居住的肢體，求天父恩領他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