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崇拜 2022 年 6 月 5 日

 崇拜程序 
主

席 : 劉玉芬

司

琴

: 馮嘉安

講

員 : 彭喜清牧師

和

唱

: 岑慧莊

許惠娟

午堂司事

: 李靜芬

鄭暉怡

午堂影音

: 歐志文

劉康龍

早堂司事 : 甘露薇

張汛妮

早堂影音 : 何少芬

宣

召 : 詩 34：1–9

主席

唱

詩 : 投靠

會眾

祢是榮耀君王
Immanuel
動力信望愛
講

彭喜清牧師

道 : 使人和睦之福（太 5：9)

回 應 詩 : 禱(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會眾

奉

獻 :

會眾

報

告 :

牧者 / 執事

祈

禱 :

牧者 / 執事

彭喜清牧師

教會牧者
崇拜聚會

李友文姑娘

早堂

午堂

主日上午 9 時 15 分

主日 上午 11 時

岑允強傳道
青少年崇拜

普通話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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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地址：沙田火炭銀禧薈 402 室

教會電話

時

2691 8105

傳真︰2691 8108

church@yanlamchurch.org

網址：www.yanlamchurch.org

電子郵址

網址︰

【投靠】曲、詞：方文聰
玻璃海 3：願祢公義降臨專輯，2

投靠，祢翅膀蔭下，
在祢光中，不必驚怕；
唯獨敬畏祢的，方可得依靠，
別再自義，來轉向祢。
洪水即將氾濫之時，
是我主，坐著為王，
願天歡喜，願地上快樂。
如鷹展翅上騰，
等候我主的，必不羞愧，
是祢甘霖雨露，滋潤一切。

【祢是榮耀君王】
詩集：新歌頌揚，359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撒那歸於大衞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Immanuel】曲：黃韻清

詞：盧永亨

角聲使團敬拜讚美專輯 08：振翅翱翔，9

1. 基督為何能放低天家地位？
為何願意拋開尊貴？
祢降生成就救恩，寧不惜一切，
為我犧牲多徹底！
2. 漆黑就算籠罩了蒼天大地，
無常禍困不可預期；
我始終懷著信心，神必不丟棄，
在愛中找到轉機！
3. 今天讓我投進主的豐盛內，
完全讓祢掌管未來；
祢應許常在我心，如此深的愛，
地老天荒不變改！
副歌：
O Immanuel, Immanuel，
在救主恩典中剛強；
O Immanuel, Immanuel，
在救主應許中歌唱。

【動力信望愛】

【禱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

詩集：齊唱新歌第 06 集，12

詩集：校園頌，186

1. 我站到街中聽鬧市聲音，
我望見艱辛顛沛眾生。
我立志務服這大片人群，
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

1.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處播下祢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祢寬恕；
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
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
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2.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絕望之處播下祢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祢光明；
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

2. 我願帶歡欣遍鬧市穿梭，
我願見光采閃閃眼睛。
我立志服務，那懼怕疲勞，
鍛鍊我耐力承受壓逼。
要越過唏噓、要突破孤單、
要踏碎傷心、抵抗困逼。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
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副歌：
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
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
只要你與我同往，
不怕冷笑與迷惘，
願降卑，效法基督，
一生辛勤，獻信望愛！

3.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
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副歌：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講道大綱
一. 講題：使人和睦之福
二. 經文：太 5：9
三. 主旨：活出使人和好的使命，締造與人和好的關係。
四. 金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太 5：9）
五. 大綱
1. 使人和睦
- 主耶穌是和平之君（賽 9：6、52：7）
- 與神與人恢復和好（西 1：20、弗 2：14-17）
- 和好的福音使命（林後 5：17-21、羅 5：11、10：14-15）
2. 與人和睦
- 和睦的美善和目標（詩 133：1、林前 7：15、彼前 3：11、來 12：
14、羅 12：18）
- 和睦的關係和張力（太 10：34-39）
- 怒氣的殺傷和破壞力（太 5：21-22）
- 復和的重要（太 5：23-26、6：14-15、18：15-17）
- 復仇與禱告（太 5：43-44）
- 問安示好（太 5：47）
3. 必稱為神的兒子
- 你們是耶和華你們神的兒女（申 14：1、何 1：10、羅 8：14-17）
六. 回應
1.

使人和睦：a. 發揮天國使者的角色，傳福音，勸人與神和好。b. 代禱
和奉獻支持喜陽陽的宣教使命，以及少年成長計劃的社區佈道。

2.

與人和睦：a. 控制情緒，提升親和力。b. 積極復和，處理衝突，止息
紛爭。c. 不傳舌，直接溝通，正面表達，減少誤會。d. 提名禱告，轉
化不和的關係。e. 主動問安，締造和睦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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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典禮

張偉聰先生（本堂實習牧者 20/21）之神學畢業禮將於 6 月 6 日（星
期一）晚上 7 時 30 分舉行，因應政府防疫措施，只能提供有限度
座位給已登記之親友到場觀禮，誠邀弟兄姊妹參與網上直播 ，同
頌主恩。直播連結： https://evs.edu.hk/tc/2022CE

3. 安息禮拜

吳韻儀姊妹（Wendy）之安息禮拜定於 6 月 12 日（主日）晚上 7
時在大圍寶福紀念館 3 樓福海堂舉行，敬請代禱記念，有心的肢體
可以出席及參與獻詩。

4. 宣

禱 會

本月的網上祈禱會將於 6 月 15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主題：
中國教會，敬請同心出席！
聚會連結：shorturl.at/mvNT8
會議 ID：826 7878 0051，密碼：15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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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屆的執事選舉提名於 5 月 14 日開始，請會員查收提名書及可
被提名的會員名單（在本會已成為有權投票之會員兩年而年滿 21
歲的會員）
，敬請認真禱告及詳細考慮之後，提名其中不多於 7 位
會員成為執事候選人，並在 6 月 12 日（主日）下午 3 時前把填妥
之提名書交回教會。
請參閱有關執事的參考經文：

【徒 6：2-7】 2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
「我們撇下神的
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
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
理這事。 4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5 大眾都喜悅這話，
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
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7 神的
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
了這道。
【提前 3：8-13】 8 作執事的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
不好喝酒，不貪不義之財； 9 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秘。
10 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處，然後叫他們作執事。 11
女執事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12 執
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 13 因為善
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裏的真道上大
有膽量。
7. 實體聚會

因應政府已放寬宗教場所的社交距離措施至可容納人數之五成
(50%)，本堂已恢復實體聚會，安排如下。
一. 聚會人數
聚會場地之人數上限，(1) 禮堂：90 人， (2) 課室：各個課室的可
容納人數之 50%。
二. 疫苗通行證
政府已實施「疫苗通行證」措施，進入宗教場所人士必須隨身攜帶
電子或紙本的疫苗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12 歲以下的兒童
豁免。為了準時開始聚會，請參加者提早 15 分鐘到場，以便進行
疫苗通行證的安排。
三. 場地安排
主日學及午堂崇拜的場地安排，將沿用疫情期間的特別安排。在主
日上午 10 時 45 分至下午 12 時 45 分，請午堂崇拜的參加者改用禮
堂後方的側門及通道進出，以減少對主日學的影響。

四. 預先報名
請預先為 6 月份的主日崇拜和主日學報名，報名方法：請填交電子
表格，表格連結：shorturl.at/vGH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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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同步直播
週六青少崇拜及主日午堂崇拜，維持實體聚會和同步直播。
Facebook 的直播群組，連結：shorturl.at/amAGK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918105，聯絡教會的同工或牧者。
8. 差傳奉獻

喜陽陽宣教士今年的宣教經費是 192,500 元，截至上週收到 59,689
元，尚欠 132,811 元。請弟兄姊妹踴躍奉獻，並在奉獻封上註明「喜
陽陽宣教經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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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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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上週記錄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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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9,535

107,289

20,730

10,500

200

尚欠

2,220,465

229,211

119,670

19,500

4,800

上週的崇拜出席及奉獻記錄（截至 6 月 2 日下午五時）如下：
出席人數

早堂：42

午堂：65

普崇：22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差傳

各堂獻金

58,600

700

29,228

記名奉獻

15 人

3人

9人

崇拜

早堂

午堂

講員

鄺文偉傳道

主席

甄敏清

司琴

梁振江

和唱

梁宇健

詹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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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部
1. 執事選舉：請同心記念新一屆執事會選舉的提名，求神帶領會員尋求神的
心意，預備合適和足夠的執事候選人。

二. 敬拜部
1. 事奉人員：請代禱支持下週崇拜的講員（週六：梁詠梅傳道，主日：鄺文
偉傳道）及事奉人員。

三. 教育部
1. 畢業感恩：感謝神帶領張偉聰先生之前在我們教會實習，願神祝福他畢業
後的事奉和生活！
2. 社區查經：請代禱支持香港社區查經班（CBS），求神加力給岑傳道和
Wendy，祝福參加者的學以致用，在所屬的教會忠心事奉！

四. 傳道部
1. 喜 陽 陽：感謝神招聚三十多位肢體出席喜陽陽宣教士的述職分享會，願
我們同心獻上感恩與代禱！
a. 感恩，上月底檢查牙齒和洗牙過後，被牙醫稱讚這兩年能
保持口腔衛生， 牙齒十分健康，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治療。
b. 感恩，開始恢復實體聚會後，能與更多大家庭的手足相
聚，及安排在不同小組內分享，求父記念喜陽陽在 5 月
29 日的信息和事工分享，能造就更多信徒的生命。
c. 感恩，JL 山村幼兒園厠所工程在上月中旬啟動，有一位
城市手足前來協 助項目，求父賜他智慧與工程隊及當地
村民有良好的溝通，帶領整個工程能 安全順利地進行。
d. 感恩，在述職期內能報讀 3 個網上神學課程，把握時機
不斷學習，與時並進自我增值，求阿爸父祝福老師們的
擺上。
e. 求父繼續保守及帶領喜陽陽在 5 月期間留港述職的安排，
包括：檢查甲狀 腺指數、修補家居地板工程、商討未來

事奉目標及方向。
f. 求父的平安進到我們心裡，讓我們一無所懼、滿心穩妥；
求祢供應我們一切所需，讓我們一無所缺、心靈富足！
2. 暑期事工：隨著疫情放緩，求神帶領我們計劃暑期的外展事工，為我們預
備資源和合作伙伴。

五. 團契部
1. 成長計劃：感謝神帶領少年成長計劃於上週舉行重聚活動，願神祝福今週
開始的新一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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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統一派位結果已經公布，願神帶領本堂小朋友的升讀合適的小學，健康
成長。
2. 慧敏姊妹的二子（梓宇，14 歲）確診患上淋巴瘤癌症，於本週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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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代禱記念游生（Winnie 的爸爸）、張嫲嫲（迦勒組）、佳榮的外婆
（Jessica 洪惠芳姊妹的媽媽）
、Shirley Ma 姊妹、Simon（陳世民弟兄）
、方
伯母（Win 的母親）
、顏慧玲姊妹的爸爸、鄧世伯（Calvin 的爸爸）
，以及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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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el 姊妹（初職小組）將於昨日返回加拿大工作，願神保守她的旅途平安！
5. 請記念已經前往海外升學和居住的肢體，求天父恩領他們的生活！
6. Wendy 姊妹之安息禮拜定於 6 月 12 日晚上舉行，願神保守籌備工作，藉此
安慰 Ron、逸𤋮和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