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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禱】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曲：陸耀靖   詞：廖惠恩 
 

每清早 我願呼叫恩主 

主啊 我願向祢 

傾訴心裏的意念 

祈求祢更新改變我心靈 

祢恩手已為我掌管  
 

每清早 我願呼叫恩主 

主啊 我願細聽 

聽祢給我的說話 

祈求祢釋放潔淨我心靈 

在主內 平安保守我 
 

來讓我禱告 來開聲禱告 

盼祢細聽我 靈裏禱告吶喊聲 

呈奉我身我心 擺上給祢 

 (全然奉獻) 

期待祢前來 燃亮我  

復興我 更新我 

 

【因祢榮耀】 
曲：陳民煒 詞：朱浩廉 

角聲使團敬拜讚美專輯 08：振翅翱翔，4 
   

1. 誰以雙手開創萬有？ 

誰以恩典掌控宇宙？ 

誰會甘心走上十架？ 

流血捨身將我拯救！ 

高舉基督我主， 

滿是榮耀和真理。 
 

2. 榮美君尊都也屬祢， 

崇拜歌聲響遍這地， 

無數天軍天使下拜， 

同去宣稱尊貴的祢。 

高舉基督我主， 

滿是榮耀和真理。 

副歌： 
 

頌讚基督，大愛彰顯， 

惟獨祢，信實未曾改變； 

上帝恩典，賜生命，與冠冕， 

因祢榮耀，我的心，為祢奉獻。 
 

 

【耶和華，我的神哪】(國) 
角聲使團敬拜讚美專輯 08：振翅翱翔，3 

曲：古丹青 詞：取自聖經 
   

耶和華，我們的神哪， 

祢名在全地何其美！ 

耶和華，我們的神哪，祢名何其美！ 

耶和華，我們的神哪， 

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榮耀彰顯於天， 

能力遍及全地直到永遠！ 
 
 

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祢將我生命重新再造； 

在祢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祢是我生命中永恆的至寶。 
 

 

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祢將我生命重新再造； 

在祢手中，我不再懼怕， 

祢是我生命中永恆的至寶， 

永恆的至寶。. 
 

 

 

 

 

 

 

 

 

 

 



【立志擺上】曲、詞：DJS 

詩集：立志擺上，1 

ACM 詩歌創作大賽 2015 敬拜詩歌組亞軍 
 

1. 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

開，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

過，崇高主愛，恩深似海。 
 

2. 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拆

改，能穿起救恩，踏上基督的足

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 
 

副歌： 
 

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 

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 

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滿布雲彩， 

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 

陶造我裡面能盛載， 

神豐足的厚愛。 
 

 

 

 

 

 

 

 

 

 

 

 

 

 

 

 

 

 

 

【奇異恩典】 
詩集：世紀頌讚，299 
 

1.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喪， 

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2.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 

真是何等寶貴！ 
 

3. 許多危險，試煉、網羅， 

我已安然經過；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 

更引導我歸家。 
 

4. 將來禧年，聖徒歡聚， 

恩光愛誼千年， 

喜樂頌讚，在父座前， 

深望那日快現。 
 



講道大綱 

一. 講題：感恩與事奉 

二. 經文：太 19:27-30、20:1-16 (可 10:28-31；路 18:28-30) 

三. 主旨：我們得救是本乎恩，應以感恩的心忠誠地事奉主。 

四. 金句：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有古卷加：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太 20:16)。 

五. 大綱： 

1.  19:13-26 ：前言 

2. 19:27-30 ：彼得問耶穌 : 門徒是否有特殊的賞賜 

3. 20:1-16  ：耶穌用葡萄園工人的比喻來回答彼得 

 

 

 

六. 反思： 

1. 世界的價值觀與天國的價值觀有何不同？          

2. 園主為甚麼分別在不同時間出去請人進葡萄園去？ 

3. 怨氣最大的會是哪一批工人呢？為甚麼？ 

4. 如果你早知不同工卻同酬，你是否會做此份工？ 

5. 你會否希望自己是第五批工人？ 

6. 誰虧欠誰 : 園主或工人？ 

7. 事奉神的心態 : 子女或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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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多謝鄺文偉傳道今日蒞臨講道，願神祝福和報答他的事奉！ 

 

4. 浸宣崇拜 浸宣聯合崇拜定於今日在浸宣呂明才小學舉行，由於疫情措施及座

位有限，李姑娘和路得小組的姊妹將代表本堂出席。李姑娘將獲頒

發 15 年長期事奉獎項，我們為此感恩和祝賀！ 

 

5. 聖餐主日 我們將於下週舉行聖餐主日合堂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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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青少活動 教會將於 10 月 29 日（六）舉行青少活動，上午 10 時 30：少年聚

會，中午 12 時：單車活動（沙田至大美督），下午 5 時：燒烤晚餐，

對象：青少肢體、少年成長計劃、少年主日學。請踴躍報名參加！ 

 

7. 按牧典禮 浸宣恩門堂將於 10 月 30 日（主日）下午 4 時在恩門堂舉行楊顯聰

傳道按牧典禮，歡迎出席，同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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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qrgo.page.link/jBF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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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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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2,075 181,949 39,730  11,200 400 

尚欠  1,117,925 154,551 100,670  18,800 4,600 
 

 

10. 上週記錄 上週的崇拜出席及奉獻記錄（截至 10 月 21 日下午 1 時）如下： 
 

 

出席人數 早堂：48 午堂：80 青崇：29 普崇：29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差傳 

各堂獻金 35,330 17,960 6,700 

記名奉獻 18 人 6 人 4 人 
 

 

11. 下週安排 

 

崇拜 早堂 午堂  

講員 彭喜清牧師 

主席 陳傳賢 

司琴 梁振江   朱曉陶 

伴奏 黃逸朗   張展東 

和唱 游淑雯   楊寶儀 

司事 甘露薇   張汛妮 鄧寶琼   李靜芬 

影音 何少芬 施健華   許紹軒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奉獻目標：踏入第四季，本年度的奉獻仍未能達到目標進度，求神感動弟 

 兄姊妹同心奉獻，使神家有糧。 

 

2. 明年計劃：牧者和執事現正計劃明年的教會事工及財政預算，請代禱支持！ 

 

二 .  教育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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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求神保守疫苗通行證對主日學的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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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栽培課程：感謝神帶領初者肢體決志信主，願神栽培他們的靈命健康成長！ 

  

三 .  傳道部  
 

1.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十月份感恩與代禱事項： 
 

a. 感恩，能夠在 9 月份親身見證了 3 位加入大家庭的手足，

透過他們的分享，見證了阿爸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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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關心及跟進上月參加好消息聚會的新朋友，

求父保守他們信 心堅定，能夠繼續回來大家庭認識好書，

並在主愛中彼此茁壯成長。 

 

c. 感恩，經過了三星期的社區靜默管理後，9 月尾感染新冠

人數已回落了不少，城市至山城已逐步解封，當地人的日

常生活也回復了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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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賜喜陽陽事奉得力，有充足的時間跟進新朋友，預備 

10-12 月份的四個課程 (幼主、兒主、成人及長者栽培)，

11 月 5-6 日的宣講信息內容。 

 

f. 求主幫助喜陽陽的弟弟有健康的身心靈，在工作上有滿足

的喜樂。 

 

g. 求主幫助我們更多專心倚靠祢，我們就經歷祢沒有難成的

事，經歷祢的全知全能、無限豐富與恩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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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敝開的門：請代禱支持「敞開的門」的使命和事工！ 
 

       他們在 60 多個國家服侍，提供聖經、培訓教會領袖、提供實 

際支援和緊急救濟，支持因信仰而遭受逼迫和歧視的基督徒。 

  在 25 個國家的基地努力提高人們對全球逼迫的認識，動員基 

督徒的祈禱、支持和行動。 

 

四. 敬拜部  
 

1. 浸宣崇拜：願神帶領浸宣聯合崇拜，讓參加者合一敬拜，更新浸宣的群體。 

 

2. 合唱小組：合唱小組已開始預備聖誕主日的獻詩，求神祝福他們的練習， 

心被恩感，口唱心和讚美神！ 

 

五 .  團契部  



1. 長者團契：願神保守長者們的身體健康，特別眷顧長期留家防疫及入住院 

          舍的長者。 

 

2. 青少活動：求神帶領下週六的青少活動，賜下合宜的天氣，保守活動的平 

安，加力給事奉人員，招聚青少年參加者，一起享受主內交誼 

的喜樂。 

 

六 .  肢體  

1. 感謝神的保守，Wendy So 姊妹（路得小組）的孫女已經出院，願天父祝福 

 她健康成長！ 

 

2. 請為阿 Win 的父母代禱，方伯母的血液受細菌感染，正在醫院留醫，求主 

 憐憫醫治。方世伯近年身體虛弱衰退，近日染上新冠肺炎，求主憐憫醫治。 

 

3. 請繼續代禱守望梓宇，求神保守療程的效果，祝福梓宇的身心逐漸康復。 

 

4. 許秀珍姊妹（午堂長者）之姨甥陳業民證實患上淋巴癌，開始進行標靶藥和 

化療，最近他的手腳不能動彈，求主憐憫和醫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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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出現較重副作用，引來很多不適，求神醫治他的心靈和身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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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讓他們經歷神的力量和恩典！ 

 

7. 疫情持續，本堂有肢體和家人確診，願神保守他們的隔離生活及身體康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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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