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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萬國的盼望】(國)

主，惟有祢是永遠上帝，

生命河敬拜讚美系列 2：耶穌 萬國的盼望
詞曲：Brian Doerksen

For you alone are God eternal,
祢聖名在天地之上。

耶穌，萬國的盼望；耶穌，憂傷者的安 Throughout earth and heaven above.
慰，祢是這世界唯一的盼望。
【安靜 Still】(國)
耶穌，黑暗中的光；耶穌，現實中的真 詩集：約書亞 06-直到世界盡頭，13
理，祢是這世界唯一的盼望。
曲、詞：Reuben Morgan
因祢為我道成肉身，
斷開黑暗，復活得勝！

藏我在翅膀蔭下，遮蓋我，
在祢大能手中。

祢是我神，永住我心；祢是磐石，我所 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暴風
倚靠；祢是真光，照亮在全世界之上。 上空，父，祢仍作王在洪水中，
祢已經復活，戰勝懼怕，和平君王，
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領我親近；耶穌我主，祢是我永活的盼 我靈安息，在基督裡，
望。我信靠祢。
祢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Hide me now, Under your wings,

【主祢本為大 Great is the Lord】 Cover me within your mighty hand.
作曲, 填詞：Debbie and Michael W. Smith
詩集：傳耶穌 2，21

主，祢本為大，當受極大讚美，
Great is the Lord and most worthy of praise,

在我們神至聖城中，

The city of our God, the holy place,
願全地都喜樂。

The joy of the whole earth.
主，在祢裡面我們已有權柄，
Great is the Lord in whom we have the victory

能戰勝黑暗眾仇敵；

He aids us against the enemy.
今向祢來敬拜。

We bow down on our knees.
主，我們高舉祢至聖尊名，
And Lord we want to lift Your Name on high,

主，我們何等感謝，

And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因祢為我成就大事；
for the works You've done in our lives.
主，我們信靠祢無比大愛，
And Lord we trust in Your unfailing love;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thunders roar,
I will soar with you above the storm,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and know you are God.
Find rest my soul, In Christ alone,
Know his power In quietness and trust.
粵語 ~ 詞：歐詠恩
讓我藏，藏主懷內，
護庇我，在祢翅下歇息。
如大海翻滾，風吹雨打，
在祢庇護下沒有懼怕。
上帝祢是王，掌管世界，
讓我安靜，因祢看顧。
唯在主裡靈得安息，
平靜安穩，才得主大能力。
如大海翻滾，風吹雨打，
在祢庇護下沒有懼怕。
上帝祢是王，掌管世界，
讓我安靜，因祢看顧。

【神羔羊配得 Worthy is the Lamb】
詩集：大衛帳幕的榮耀系列–禱告的殿，4

感謝祢的十字架，感謝祢付上代價，
擔當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
賜下奇妙恩典。
感謝祢無比大愛，感謝祢釘痕雙手，
寶血洗淨我污穢，使我瞭解，
祢完全包容赦免。
神羔羊配得，坐在寶座上，
頭戴著尊貴冠冕，祢做王到永遠；
來尊崇讚美，耶穌神兒子，
從天降下被釘十架，神羔羊配得。
Thank you for the cross, Lord
Thank you for the price You paid
Bearing all my sin and shame
In love You came
And gave amazing grace
Thank you for this love, Lord
Thank you for the nail pierced hands
Washed me in Your cleansing flow
Now all I know
Your forgiveness and embrace
Worthy is the Lamb
Seated on the throne
Crown You now with many crowns
You reign victorious
High and lifted up, Jesus Son of God
The Darling of Heaven crucified
Worthy is the Lamb Worthy is the Lamb

主基督配得 (神羔羊配得廣東話版)
為我祢曾經降世 為我祢曾捨性命
為我寧願受鞭傷 掛十架上
承担起我罪尤
是祢那無比厚愛
為我帶來新盼望
讓我明白藉祢血 潔淨我罪
除盡我懊悔羞恥

副歌：
主基督配得
至高的榮耀
在祢寶座前敬拜 讚頌上帝主基督
永生的救恩
我感恩無限
為著祢國度全獻上 我願全屬祢
讚頌全歸祢

【最美好的仗】詩集：得勝者，8
曲：王建威

詞：盧永亨

過去困於幽暗裡，難以解開這捆綁，
痛苦中掙扎，無法為基督作光；
懇請救主改變我，能對祢重燃渴望，
求祢助我，洗脫骯髒！
憑上帝話語，可得勝，我立志每天穿
戴，主所賜全副軍裝。
今天決意跟主的足印，不管試探像惡浪
臨近，那懼怕四周多黑暗，
一生都至死忠心。
恩主，我要盡力地傳揚，彰顯祢愛，
令大地明亮，願窮盡力氣高聲唱，
忠心打那最美好的仗。

【我寧願有耶穌】
詩集：青年聖歌 I，120

1.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金錢，
我寧屬耶穌，勝過財富無邊；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地土，
願主釘痕手，引導我前途。
2.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稱揚，
我寧忠於主，滿足主的心腸；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美名，
願對主忠誠，宣掦主聖名。
副歌：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世上
榮華、富貴、聲望。

講道大綱

一. 講題：義能帶來甚麼？
二. 經文：腓 3：1–11

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喜樂。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於我
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
2 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
3 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裏誇口、
4
5
6
7
8

不靠着肉體的。
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
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
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着基督，
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
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
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
他的死，
11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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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參加本堂聚會的嘉賓，請惠賜資料，以便日後聯絡。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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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之投票會員資
格。敬請留意，多謝合作！

3. 致

謝

我們多謝吳達文牧師（浸宣榮基教會顧問牧師）今日蒞臨講道，願
神祝福和報答他的事奉。

4. 浸

禮

我們將於今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今年第四次浸禮，受浸的肢體包
括：梁臻悅姊妹（Janice）、曾嘉莉姊妹（Karrie）、岑少文（Simon），
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同頌主恩！

5. 宣

禱 會

網上宣禱會將於 7 月 20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請同心祈禱
支持喜陽陽等宣教事奉。聚會連結：shorturl.at/mvNT8，
會議 ID：826 7878 0051，密碼：15656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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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執事選舉

執事選舉定於 9 月 25 日進行，候選人包括：郭美媚姊妹、潘詠偑
姊妹、鄧寶琼姊妹，敬請會員代禱支持，同心參加。

8. 會員大會

教會將於 9 月 25 日（主日）下午 1 時舉行周年會員大會，請會員
領取會議通知信，議程包括：通過會計師審核之 2021 年度財務報
告、執事選舉、續聘岑允強先生為本堂行政傳道。請會員領取會議
通知信，同心出席。

如果未能出席的會員，請填交代表委任表格，截止時間：不遲於
2022 年 9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9. 聖經課程

本堂將與環球聖經公會合辦聖經課程，歡迎弟兄姊妹免費報名及轉
介肢體參加，詳情如下：
課程：彼得前書解讀
講員：黎永明博士（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
日期：10 月 6-27 日（週四，4 堂）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9 時 30 分
費用：自由奉獻

10.招募導師

教育部現正招募兒童主日學導師，請向李姑娘查詢及報名。

11.宣

由於疫情，喜陽陽宣教士將延期留港至年底，敬請代禱守望！

教 士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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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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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上週記錄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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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734

168,049

36,380

11,200

400

尚欠

1,448,266

168,451

104,020

18,800

4,600

上週的崇拜出席及奉獻記錄（截至 9 月 16 日下午 1 時）如下：
出席人數

15.下週安排

差傳

早堂：42

午堂：85

青崇：27

普崇：17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各堂獻金

17,165

400

記名奉獻

14 人

3人

崇拜

早堂

午堂

講員

簡國明先生

主席

陳傳賢

司琴

梁振江

朱曉陶

伴奏

黃逸朗

張展東

伴唱

游淑雯

梁臻悅

司事

關秀菁

林麗玲

鄧寶琼

李靜芬

影音

王志堅

劉珈銘

周景良

盧家輝

代 禱 欄

一. 行政部
1. 會員大會：願神招聚會員同心出席周年會員大會，共建神家！
2. 執事選舉：求神帶領執事候選，選出新一屆的執事，承傳神家的使命！
3. 閱讀中心：隨著新學年的開始，請代禱支持閱讀中心的會員招募進度。

二. 傳道部
1. 捐血活動：感謝神帶領上週的捐助活動，讓本堂在社區發揮服侍和見證！
2. 跟進工作：請為福音主日的跟進工作代禱，求神燃動初信及委身決志者的
生命！
3. 宣 禱 會：願我們擁抱「流淚撒種」的心志及「歡呼收割」的願景，同心
出席宣禱會，支持宣教的福音使命！
4.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九月份感恩與代禱事項：
a. 感恩，能夠在 8 月份親身見證了 6 位加入大家庭的手足，
透過他們的分享，見證了阿爸在各人生命裡的奇妙作為與
計劃，從心底裡為他們獻上感恩的讚美。
b. 感恩，能在 9 月 4 日參與了大家庭的好消息聚會，有機會
和一些新朋友接觸交談，期望他們日後可以繼續回來作進
一步的交流。
c. 感恩，城市短期隊完成營會後仍能持續地關懷他們的助
教，特別在本月初因感染新冠人數增多至 2 千宗，由城市
至山村都要實施社區靜默管理時，給予助教們帶來了不一
樣的平安和盼望。
d. 感恩，第三座山村幼兒園校廁重建工程計劃於明年三月動
工，現有兩位城市手足當工程顧問，求阿爸賜給他們智慧

來審查整個工程的設計方案和預算，能與其他工程師有美
好的合作和配合。
e. 求主幫助喜陽陽盡快回復心情，順服主下半年的安排，以
喜樂平安的心靈繼續留港事奉，多陪伴家人和未信的親
友，報讀一些短期課程來自我增值，到郊外遠足強健體魄，
等候在最合適的時間重回山城。
f.

求主幫助我們來禱告，讓我們在禱告裡真實地經歷祢，當
我們的禱告未蒙應允的時候，求祢讓我們有信心地相信祢
的恩典是超過我們

5. 英國宣教：請繼續代禱支持為關先生一家在英國的宣教事奉，保守他們身
體健康，事奉得力。

三. 敬 拜 部
1. 聖餐主日：請為下週聖餐主日的講員、事奉人員和會眾代禱，願我們預備
心靈，記念和敬拜恩主！

四. 教育部
1. 升 班 禮：主日學將於 10 月 2 日舉行升班禮，藉此鼓勵學生、家長、導師
和會眾，請為籌備工作代禱。
2. 師生健康：在疫情期間，願天父格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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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招募導師：教育部現正招募各級主日學導師，求主感動有心肢體參與事奉。

五. 團契部
1. 相交活動：求神祝福青少年團契/小組下週的相交活動，凝聚和深化關係，
其中少年成長計劃將嘗新的模式，包括集體遊戲、短詩、見證、
短講和茶聚，一起分享開學的生活近況。

六. 肢體
1. 感謝神帶領 Janice、Karrie、Simon 在今日受浸，願神從他們的見證得著榮
耀，激勵弟兄姊妹和親友的生命！

2. 感謝神帶領康傑弟兄平安到達英國，與妻子和女兒團聚，展開人生新的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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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疫情仍然持續，願父神格外保守本堂弟兄姊妹和家人的健康！
5. 梓宇在月初開始第四期化療，求神保守療程的效果，減少副作用和不適！
6. 許秀珍姊妹（午堂長者）之姨甥陳業民證實患上淋巴癌，神志清醒，但活動
能力受阻，求主藉醫生以藥物醫治他，並使他體會是上主的大能醫治他。

7. 蔡惠嬋姊妹（路得小組）的丈夫鄺先生患上大腸癌，正在威爾斯醫院接受化
療，願神看顧醫治鄺先生，開啟他心靈的眼睛，使他看見神的恩典。

8. 請繼續代禱記念啟言（李盛林牧師的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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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張德安弟兄（Jacky 的外公）於上週主日在家中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9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在大圍寶福紀念館三樓福照堂舉行，請為籌備工作
及小組獻詩代禱，願神安慰 Jacky 和家人，感動未信主的親友領受神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