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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  聲 攻略 劉培鏗教師 

坊間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攻略，包括讓年青人著迷的遊
戲攻略－詳細顯示過關升級秘技；打工仔最渴望知道的當
然是請假和旅遊攻略，原因是年假有限，訂平機票又要預早
計劃，目標是請最少、放最長、去最耐；家長群組中永遠離
不開的話題是考試和選校攻略，一心要為下一代制定天衣
無縫的升學策略；最為家庭主婦所關注的可能是儲積分、換
印花和購物攻略，務求慳得一蚊得一蚊…… 

「攻略」的基本意思是攻擊擄掠，現代的解釋是全盤的
策略和做法，透過詳細解釋及指導，按步驟及技巧來完成目
標。但我們的信仰很少談及甚麼攻略，最大的原因或許是很
多人認為信仰是個人和主觀的，並沒有一套客觀的追求方
法，對於這點，我是帶著疑問的。以正值之預苦期（或大齋
期）為例，大公教會對此一向重視，在復活節前的 40 天（不
包括當中的星期日），以認罪克己、自省、反思去省察自己
的屬靈光景，進行一次屬靈大掃除，讓主潔淨和更新我們，
方法總離不開在主面前謙卑自己，藉著每天讀經、禱告、默
想和靈修去親近主，思想基督為世人受苦受死，並祂所帶來
的救恩，這是一個靈性操練的好機會。 

今年，教會鼓勵弟兄姊妹參與「一源」聆聽聖經運動，
彷彿就是一本信徒的《親近主攻略》，雖不是唯一的方法，
但透過聆聽上帝的話，專心仰望主，預備心靈去默想基督的
一生，再進入復活節。身為基督徒的你，又豈容錯過？ 

http://www.tst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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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主日崇拜  

 早堂 (上午 9:30) 午堂 (上午 11:30) 聖餐 

主 席 吳楚文執事 潘頌欣執事 

講 員 潘健威先生 呂君望牧師 

導 唱 梁美鳳執事 沈詩婷執事 

鋼 琴 陳詩雅姊妹 王姍妮姊妹 

電 琴 戴家璧姊妹 江培薇姊妹 

獻 詩 聖歌團 聖歌團 

影 音 陳偉倫弟兄，黃思源弟兄 彭銘濂弟兄，李志偉執事 

傳 譯 王海傑弟兄 楊秀湘姊妹(普)、陳家創長老(潮)、黃俊英執事(英) 
 
序   樂 --------------------------------------------------------------- 進堂 

默   禱 世頌 343《歌頌乃我禱告》 眾立 

宣   召 以賽亞書 44:23 主席 

讚   美 

世頌 188《榮耀羔羊》、 

世頌 179《啊！聖潔耶穌》 

月詩《預苦四十晝夜》 

導唱/眾立 

禱   告 --------------------------------------------------------------- 主席 

獻   詩 《啊！憂傷的主》 《當轉眼仰望耶穌》 眾坐 

每周讀經 路加福音 2:41-52 主席/會眾 

講道經文 創世記 32:22-32 以賽亞書 1:1-9 主席 

講   道 危難中的改變 怎能如此 眾坐 

唱   詩 世頌 341《認識你》 世頌 289《奇異的愛》 導唱/眾立 

聖   餐 ------------------------------ 樓恩德牧師 主席/會眾 

每月金句 歌羅西書 3:1-2 會眾 

感   恩 奉獻／祈禱 主席 

讚   美 世頌封面內頁《讚美一神》 世頌 551《榮耀歸與最高神》 眾立 

祝   福 呂君望牧師 樓恩德牧師 眾立 

回   應 《阿們頌》 會眾 

歡迎報告 呂君望牧師 樓恩德牧師 眾坐 

殿   樂 彼此問安 眾坐 
 

 
「所以，既然你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

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考上面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 

                                歌羅西書 3:1-2 (和修本) 
 

  

每
月
金
句 

下主日講道經文：路加福音 6:1-11 

(請弟兄姊妹先行閱讀，備心領受神恩言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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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講道筆記 「危難中的改變」 潘健威先生 
創世記 32:22-32 

午堂講道筆記 「怎能如此」 呂君望牧師 
以賽亞書 1:1-9 

早堂獻詩：《啊！憂傷的主》 聖歌團 
啊！憂傷的主，基督請施恩！全能聖潔，聽我所禀！ 

創世主宰前來救困，啊恩主捨身，慈航導引！ 

創世主宰前來救困；啊恩主捨身，慈航導引！  

犧牲替我捨命，罪惡污跡潔淨，驚慌歸於寧靜，紛擾已平定！ 

承受刺痛傷害，罪惡災殃替代，救主施恩（由十架上）普世復和、盡變改！ 

犧牲替我捨命（啊！憂傷的主），罪惡污跡潔淨（基督請施恩）， 

驚慌歸於寧靜（全能聖潔），紛擾已平定（聽我所禀）！ 

創世主宰前來救困，啊恩主捨身，慈航導引！ 

萬有君尊，願意施恩，懇請垂顧，拯救罪人！ 

創世主宰前來救困，啊恩主捨身，來！慈航導引！（救世）垂顧萬民！ 

午堂獻詩：《當轉眼仰望耶穌》 聖歌團 
開我的眼睛，使我能見耶穌，你心靈是否煩腦困苦？不見亮光黑暗滿佈？ 

仰望主耶穌你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潑豐盛。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 

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信靠祂萬事蒙恩典，快去將祂全備的救恩，傳給瀕臨死亡世人。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 

主榮耀恩典中，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開我的眼睛，使我能見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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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7 日崇拜職事 

每周財政簡報 

 

 

 
 
 
 
 
 
 
 
 
 
 
 

 

 

 

 
 

 早堂  午堂 

主席 沈詠恩執事 童永成執事 

講員 伍素娟教師 伍素娟教師 

導唱 利純慧長老 陳詩敏姊妹 

鋼琴 陳詩雅姊妹 王姍妮姊妹 

電琴 林惠齡姊妹 林惠齡姊妹 

影音 陳偉倫弟兄，黃思源弟兄 林慶安弟兄，陳駕麟弟兄 

傳譯 王海傑弟兄 楊秀湘姊妹(普)、顏喜賢長老(潮)、待定(英) 

A ) 總堂經常費奉獻收入： B) 總堂特定奉獻收入： 

主日奉獻 $4,980.10  差傳及對外奉獻 $38,054.00  

主日學奉獻 $1,813.00  福利奉獻 $2,100.00  

常年奉獻 $285,120.00  沙田購堂奉獻 $53,000.00  

感恩奉獻 $34,120.00  神學奉獻 $5,500.00  

團契奉獻 $0.00  維修奉獻 $8,000.00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5,900.00  宣教士奉獻 $0.00  

其他奉獻 $0.00  發展基金奉獻 $0.00  

葵福經費奉獻 $5,200.00  聖誕奉獻 $0.00  

2 月 25 日至 3 月 3日合計( A+B )： $443,787.10 

出席 主日崇拜：早堂 123 人、聖餐 123人，午堂 347 人  

會友 
消息 

 會友陳國昌弟兄(陳國業執事的弟弟)的安息聚會定於 3 月 22 日(五)晚上 8 時

假世界殯儀館 3 樓明思堂舉行。誠邀出席，共表哀思。 

 
祈禱會 

周一祈禱會 (逢周一上午 10:00-11:30，七樓)  內容：唱詩、讀經、分享、祈禱 

周三祈禱會 (逢周三晚上 8:00，三樓)  

3 月 13 日   主持：呂君望牧師  司琴：彭錦銓弟兄 

分區祈禱會 

3 月 14 日(四) 紅土區  翁紹尊長老府上 3 月 26 日(二)  九龍西  李聲悅弟兄府上 

3 月 28 日(四) 港島區  陳燕群執事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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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一日遊 2019 日期：4 月 11日(周四) 

暢遊地點：香港海洋公園 
午膳地點：鴨脷洲海東軒酒樓 

集合時間地點：早上 8:45，教會地下副堂 

（早上 9:00 開車） 

解散時間地點：下午 5:30，寶勒巷 25號/副堂 

費用：港幣$120（已包車資及午膳費用，

但不包海洋公園入場費） 

(持長者咭或 65 歲以上在海洋公園可免費入場，但 65歲以下者須自費購票入場) 

報名及交費：請聯絡長青團契團長或辦事處幹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 青少年祝福差遣禮 
日期：2019 年 7月 7 日 

時間：午堂崇拜內 

對象：中六及即將第一次進入職場的年青人 

目的：1. 在年青信徒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前，希望透過使命建立和祝福差遣，堅定年青人

在新環境仍然持守所信，並為主作見證的心志。 

2. 信主的父母立志以禱告守望年青人，並在他們成長的路上繼續求問上帝的心意。 

報名：如欲參與的年青人及父母，請於 17/3前填寫報名表交辦事處。若有任何查詢，可
與樓恩德牧師、呂君望牧師或蕭錦宜教師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崇拜部 

及 

宣教部 

請各位弟兄姐妹留意 2019 年三次福音主日的資料，並以禱告準備領人歸主！

願上主的名得榮耀。 

 日期：3 月 31 日 早堂及午堂 講員：周志豪牧師 (中華聖潔會主任牧師) 

講題：何去何從 (經文：雅各書四章 13-17 節) 

 日期：6 月 30 日 早堂及午堂 講員：霍志鵬先生 (「同心圓」總幹事) 

 日期：9 月 29 日 早堂及午堂 講員：鄭浩賢牧師 (新心音樂事工創辦人之一) 

崇拜部 
 祂的國祂的義 15 分鐘祈禱會 今日上午 11:05-11:20 在教會地下副堂舉行，

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同心祈禱。 

財政部 

 財政部分享會將於 3 月 17 日下午 3:00-4:00 在五樓舉行，因涉及收支流程的

更新及處理守則和教會理財概念等，敬請各部、團契及小組負責財政崗位的弟

兄姊妹務必出席或派代表參加，讓財務流程運作暢順更有果效。 

辦事處 

 會計幹事王鳳屏姑娘於 3 月 9-10日休假 

 誠聘教會工友 

中三或以上程度，負責教會大廈各樓層及房間/場地清潔、日常雜務及活動場

地擺設，輪值接待處等，需輪值留宿教會(每月平均 4-6天)。勤奮、有責任心、

服從並配合團隊合作。有意申請者請附履歷，寄尖沙咀寶勒巷 25號基督教尖

沙咀潮人生命堂 人力資源小組收。(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歡迎 65 歲或以

上長者報名參

加；名額有限，先

到先得 

 



6 

 「一源」每週通訊 3：你不是一個人！ 

試過多次立下決心每天親近神，卻虎頭蛇

尾？ 

讓我們一起努力，你不是一個人！現在我們

尖潮家約有 350 位同行者下載了「一源」，

讓我們彼此提醒，並鼓勵你在團契或各小組

中分享你的得着。可能神要藉着你的分享賜

福其他人！ 

踏入第二周，我們進入耶穌開始傳道的生涯（路加福音）和門徒行神蹟、宣告神的大能

（使徒行傳）。讀經範圍： 

3 月 11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主題 

書卷 

結果子

的生活 

對抗試探 不管如何 言行兼備 不說「我早

就告訴你」 

餐桌上

的團契 

關係勝

過律法 

路 3:1-38 4:1-13 4:14-30 4:31-44 5:1-16 5:17-39 6:1-11 

徒 3:11-26 4:1-22 4:23-37 5:1-11 5:12-42 6:1-15 7:1-29 

第二周思考問題： 

1. 路加福音第四章記載，耶穌在曠野被魔鬼試探四十日。魔鬼主要在哪幾方面試探耶穌？ 

耶穌如何對抗魔鬼？在這刻，你有沒有遇上同樣令你受到試探的處境？ 

如果有，你從以上經文學到什麼？ 

2. 在你的人生經歷中，有否一刻你覺得自己面對太多挑戰，看不到出路？ 

3. 路加福音 4:18-21，耶穌在會堂中宣講了什麼重要信息？ 

參考以賽亞書 61:1，耶穌引述這經文所宣講的有何關鍵性？ 

這對我們今天的生命還適用嗎？如何適用？ 

4. 從路加福音 4:31-43，你學到什麼關於耶穌和魔鬼的呢？你對神的國有什麼認識？ 

耶穌做了什麼事？祂的使命為何？跟我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 

5. 耶穌如何呼召祂的門徒？他們是誰？ 

他們在什麼情況下被呼召？他們如何回應？ 

6. 你已否接受了神國的好消息？ 

你會否期待經歷神國更多，包括祂的大能和榮耀，並得着能力，隨時隨地分享神國的

福音？ 

不懂用/ 有問題/ 還未下載手機應用程式？ 

今天崇拜完結後，將繼續有專人爲你服務！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鄭嘉恩執事、何詠君執事、 

沈立群執事或莫碧琪執事。 

 

 掃描 QR Code 下載 

 'One Hearing the Word' 

手機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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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簡介： 曾憲明弟兄 

《預苦四十晝夜》(Throughout These Lenten Days and Nights) 

作者：James Gertmenian,他是美國一位牧師，於美國聯合神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他是一位

聖詩作家，曾寫下多首聖詩及合唱作品。他致力關心無家者及社會公益事情，於 2015

年退休後，也致力於關注社會公益、公義和憐憫。 

作曲：湯瑪士·泰利斯（英語： Thomas Tallis，1505 年－1585 年 11 月 23日），英國文藝

復興時期著名作曲家。他為英國國教創作了最早的一批音樂作品，被譽為英國早期作

曲家中最傑出者。他創作了一系列的 Canon 輪唱曲，這首歌是其中之一，唱頌時可

以輪唱方式唱頌。 

  從本年 3 月 6 日開始至 4 月 18 日是「大齋期」（Lent），又稱為「預苦期」或「四旬

期」，在教會傳統中是特別默想基督受苦與受死的一段時期。大齋期是復活節（Easter）之

前的四十天（不計當中的六個主日，因每主日都是記念基督的復活），由聖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或聖灰日）開始到復活節的前一天為止。聖灰日是大齋期的第一天，依據傳

統，牧者在聖灰日以灰黑的灰燼在信徒額上畫十字架，作為深切「悔罪」的記號，所用的灰

燼來自燃燒前一年棕樹主日（Palm Sunday）的棕樹枝。額頭的灰黑十字記號，將持續到日

落後才洗掉。大齋期所著重的，是記念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體會祂的慈愛與犧牲。故

此，教會鼓勵信徒在大齋期多作自省、悔罪、禁食、禱告、奉獻，預備自己迎接復活節。禁

食的意義在表明與基督一同克己受苦，正如耶穌在曠野禁食禱告四十晝夜，經歷試煉和勝過

試探一樣，信徒也藉親身經歷，體會饑餓與貧乏者的痛苦，進而以實際的關懷幫助貧困和受

苦者，並準備身心經歷主的復活大能。因此大齋期不僅充滿除舊氣息，同時也預備進入一個

充滿喜樂和希望的復活節。 

  此詩歌作者正是藉「大齋期」鼓勵信徒應默念主耶穌在復活前四十天禁食禱告時的景象，

人的軟弱藉著主而剛強，也藉著肢體互相扶持，一同邁向主為我們預備的盛筵。最後作者也

立志跟隨主的腳蹤，宣講主被釘十字架，犧牲受刑，為的就是拯救世人這大事工！ 
 

Reference: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0492&Pid=104&Version=0&Cid=2052&

Charset=big5_hkscs 
 

香港聖樂促進會 http://hkchurchmusic.org/index.php/component/allvideoshare/video/hup209 

https://www.thebtscenter.org/about/james-gertmenian/ 

 

生命堂聯會 生命 110 青年營會《．生傳》 
歡迎有興趣的生命堂青少年人踴躍參與！ 
日期：2019 年 7月 20-23 日（六 - 二）     地點：粉嶺宣道園 

對象：各生命堂青少年人（升中四至 40 歲）  名額：180 位 

主題：生存在世，所承傳為何物？了解自己信仰的根，認清人生的真相及使命，活在當下，

如何領受召命，奉差遣傳遞異象？ 

費用：HK$ 700 (全日制學生 $600) 繳費方法：向所屬堂會辦事處繳款 

截止日期：2019年 6 月 16 日 (父親節) 先報先得，額滿即止。 

詳情請細閱教會張貼的海報及 QRcode 

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李智恆弟兄 (華富邨堂，6475-0636) 查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89%BA%E5%A4%8D%E5%85%B4%E9%9F%B3%E4%B9%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5%9B%BD%E6%95%99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0492&Pid=104&Version=0&Cid=2052&Charset=big5_hkscs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0492&Pid=104&Version=0&Cid=2052&Charset=big5_hkscs
http://hkchurchmusic.org/index.php/component/allvideoshare/video/hup209
https://www.thebtscenter.org/about/james-gertme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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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代禱事項(請依以下建議日期代禱)  
  

主 

日 

差傳 

佈道 

1. 為現正密密進行的三福佈道實習代禱，願神賜眾學員，既學習

也經歷傳福音的喜樂。 

2. 將赴日本的宣教家庭 「嘉嘉信望愛 」簽證延誤，求主帶領。 

周 

一 

世界 

香港 

最近西區隧道外的車禍，導致兩位司機死亡，家人傷心欲絕；求主憐

憫，更願意外發生背後需要改善之處得到正視。 

周 

二 

弟兄 

姊妹 

1. 為今屆參與 DSE 的弟妹們身體、心靈健康及溫習並應考所需的

智慧聰明交託。 

2. 為懷孕的梁婉霞姊妹(4月)、蟻穎生執事(5月底)、林美怡姊妹(5

月)、吳海鈴姊妹(5月)及 Heather 姊妹(王駿健弟兄的太太，6

月)感恩，及為胎兒在母腹的成長代禱。 

3. 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 

徐鳳娣姊妹(末期腸癌)、伍素娟教師(面部神經腺發炎)、吳弟兄

(伍教師的丈夫，肺結核)、呂兆基弟兄(康復進度)、郭豫英姊妹

(骨髓癌)、關偉業弟兄(甲型流感)、盧謝月琴姊妹(康復)、蘇玲姊

妹、林世榮弟兄(左肩骨裂的癒合)、蔡悅香姊妹、陳素嬋姊妹、

羅麗芳姊妹(雙腳仍腫脹不適)、陳錦珊弟兄、柯郭美鴻姊妹、鄧

村林姊妹、陳羨吟姊妹、麥桂金姊妹、畢桂清姊妹、徐李惠瓊長

老娘、楊美梅姊妹、林偉生弟兄、關金愛姊妹、唐兆嫦姊妹、吳

恩鴻弟兄、李敬庸弟兄、張佩蘭教師、劉美英姊妹、黃煥喜姊妹

及長期在老人院療養的弟兄姊妹等。 

周 

三 

教會 

事工 

1. 為已開始的 47 天「一源」聆聽聖經運動，願弟兄姊妹同心聆聽

神的話語。 

2. 為已開始進行的准會友約見，求神引導。 

3. 為 3月 22日晚陳國昌弟兄的安息聚會安排及家屬憂傷的心。 

4. 為 3 月 31 日的福音主日，求主使用周志豪牧師，也感動弟兄姊

妹積極邀請未信親友出席。 

5. 為 4月 11日長者一日遊的報名及當日有美好天氣。 

6. 為 5月 12-13日營會籌備及弟兄姊妹的積極參與祈禱，求神幫助

我們可以靈裏更新。 

周 

四 

葵福支堂／ 

沙支堂田 
為沙田支堂策劃新堂址的裝修設計代禱，願神帶領這事的進行。 

周 

五 

生命培育 

資源中心 

為中心 3月 22日晚的專題講座:「提升孩子心靈抗逆力」 

講員：沈君豪醫生及眾參加者代禱。 

周 

六 
聯會 

3月 17日主日下午 3：30假九龍城堂舉行「潮 Sing 音樂比賽」，

求主使用是次活動，也保守最後階段的籌備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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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ited 聚會內容 時間/地點 對象 上次人數 

活動 活在今 Teens／Soul Gym／經卷研習／智情智性 早上 10:00 

11樓 Teen 閣 
青少年 

39 

「青」頌主名 聯合午堂 39 

祈禱會 恆常時間 / 地點 對象 上次人數 

主日早禱會 今早 9:00-9:20 副堂 

所有信徒 

14 

周一祈禱會 周一早 10:00-11:30 7樓 24 

周三祈禱會 周三晚 8:00-9:30 3樓 35 

主日學班 及 幼兒親子崇拜 恆常時間 恆常地點 對象 上次人數 

成年級主日學 A 今早 8:30-9:15 
7樓 中成年或以上 41 

成年級主日學 B / C / D 今早 10:00-11:00 

福音班 

今早 10:00-11:00 

10樓內廳 慕道者 5 

普通話查經班 10樓外廳 操普通話新朋友 12 

初信必修課程「作主門徒」 副堂 

合符資格信徒 

6 

初信必修課程「恩賜與事奉」 12樓 B 室 4 

初信必修課程「初信班第 1季」 804室 7 

兩年循環基礎課程：新約綜覽(下) 今早 11:30-12:45 804室 7 

AWANA 家長班 今早 10:00-11:15 806室 AWANA 家長 11 

嬰兒室 今早 9:30-12:45 605室 0-1.5歲 1對 

幼兒親子崇拜 今早 11:30-12:45 603室 
1.5-3歲幼兒 
及一位家長 13 對 

幼稚級主日學 今早 10:00-12:45 7樓 K.1-K.2 19 

AWANA 

信息時間 

SPARKS 
今早 10:00-12:45 

3樓 K.3-P.2  

 T & T 5樓 P.3-P.6  

團契 聚會內容 恆常時間 恆常地點 對象 上次人數 

巴拿巴小組 查經 今天下午 12:45 804室 成青 19 

約書亞團 Lunch/Sharing (今天) 周六下午 2:30 5樓 大學/初職  

彼得團 五味人生 今天下午 2:30 5樓 成青/夫婦（青年子女） 20 

挪亞團 親子 OUTING 今天下午 1:00 603室 夫婦（學童/幼兒子女）  

以斯拉團 查經週會 周六下午 6:00 7樓 夫婦（學童子女）  

迦南團 講道 周四下午 2:30 7樓 長青(退休/在職)  

提摩太團 葵展 周六下午 2:30 7樓 703室 中學/大專、大學 13 

約書亞團 思考／禱告需要 周六下午 2:30 5樓 大專、大學／初職  

但以理團 敬拜分享 周六下午 6:30 5樓 職青 17 

尖沙咀系堂會及其他通訊資料 

堂會/聯會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網址 堂主任/主席/主任 

新蒲崗堂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中心 10 樓 23246331 23220585 spkscc.hk@gmail.com 莫元和牧師 

牛頭角堂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17

樓 06-09 室 
27561765 23052750 

church@ntkchurch.org.hk 

www.ntkchurch.org.hk 
伍敏尊牧師 

迦密村堂 九龍何文田迦密村街 7 號 27129255 27141441 cvscc1980@gmail.com 梁利昌牧師 

生命堂聯會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13 樓 13 E 23666032 23662930 unionlif@netvigator.com 陳大衛長老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8 樓 27212766 27212097 www.lerc.org.hk 吳惠嫦主任 

歡迎參加本周 10/3/2019(日) – 16/3/2019(六)各主日學、團契及祈禱聚會 

mailto:church@ntkchurch.org.hk
http://www.le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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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葵福支堂主日崇拜  

10-03-2019 樂齡祟拜 (上午 9:30) 午堂崇拜(上午 11:30) 

主席 賴漢莉姊妹 楊杏娟姊妹 

講員 余志強教師 余志強教師 

導唱 謝玉霞姊妹 周健華弟兄 

司琴 彭錦銓弟兄 彭錦銓弟兄 

招待 施恬姊妹/廖淑媚姊妹 盧翠冰姊妹/陳顗弛姊妹 

影音 袁振偉弟兄 陳家全弟兄 
 

葵福支堂                                                                       

教 牧 同 工 ：周健輝牧師、余志強教師 

教 會 同 工 ：福音幹事 – 劉燕莊   事務幹事 – 陳達華  

主日聚會地址：新界葵涌葵盛圍 32-40 號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 406 室 

活動中心及辦公室地址：葵芳盛芳街 7 號葵芳商業中心 1501 室 

聯    絡 ：電話: 2423 0191 (活動中心) , 9208 4914 (周牧師)     

  傳真: 2423 3196    電郵：kwaishing@tstscc.org   網址：www.tstscc.org 

序    樂 --------------------------------------------------- 眾立 

宣    召 主禱文 以賽亞書 44:23 眾立 

讚    美 

《領我到加略山》 

 

《與主更親近》 

《當我們聚集》 

導唱 《一群大能子民》 

《頌讚全能上帝》 

禱    告 --------------------------------------------------- 導唱/主席 

講道經文 路加福音 4:1-13 講員/主席 

講    道 
「基督面對的試探」 

余志強教師 
講員 

回    應 --------------------- 《天父必看顧你》 眾坐 

感    恩 奉獻／祈禱 眾坐 

讚    美 《讚美一神》 眾立 

祝    福 周健輝牧師 眾立 

回應/殿樂 《阿們頌》 ----------------------- 眾立 

歡迎報告 周健輝牧師 眾坐 

回    應 -------------------- 《願主天天以恩包圍你》 會眾 

崇拜結束 彼此問安 眾坐 

 「信真道、傳盼望、愛社群」 
年
題
句 

教  

會 

mailto:kwaishing@tstscc.org
http://www.tst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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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每位首次參與葵福支堂主日崇拜聚會的朋友或主內肢體，願上帝賜福予你。 

 

 
 

 

 下週 3 月 17 日 

樂齡崇拜職事表 

下週 3 月 17 日 

午堂崇拜職事表 

主席 袁振偉弟兄 黃文儀姊妹 
講員 周健輝牧師 關惠如姑娘 
導唱 林嬋鸞姊妹 陳達華弟兄 
司琴 彭錦銓弟兄 彭錦銓弟兄 
襄禮 林惠愛執事 黃俊英執事 
招待 施恬姊妹/廖淑媚姊妹 盧翠冰姊妹/陳顗弛姊妹 
影音 陳家全弟兄 江啟健弟兄 

主日崇拜 / 祈禱會 時間 / 地點 對象 上週人數 

樂齡崇拜 周日早上 09:30 - 10:30 YMCA 四樓 406 會眾 176 

合堂 午堂崇拜  周日早上 11:30 - 12:45 YMCA 四樓 406 會眾 

Super Kids 周日早上 10:00 - 12:45 YMCA 四樓 408 小朋友 -- 

周五祈禱會 周五早上 19:30 - 20:30 葵福活動中心 所有信徒 7 

主日學班 及 團契聚會 時間 / 地點 對象 上週人數 

信仰研討班 周日早上 10:30-11:00 YMCA 四樓 407 慕道者  -- 

長者栽培班 周日早上 11:00-12:00 YMCA 四樓 405 合資格修讀弟兄姊妹  -- 

長者主日學 周日早上 10:30-11:00 YMCA 四樓 406 合資格修讀弟兄姊妹  -- 

親子家長課 周日早上 10:00-11:00 YMCA 四樓 405 家長朋友  -- 

成人主日學 周日早上 10:00-11:00 YMCA 一樓 102 合資格修讀弟兄姊妹 -- 

單親貴族同行小組 星期四早上 10:00-11:30 葵福活動中心 單親貴族家長 7 

成人栽培班 星期三早上 11:30-12:30 葵福活動中心 合資格修讀弟兄姊妹 -- 

亞拿團契 一、三周逢星期一早上 10:30 - 12:30 葵福活動中心 長者 26 

家長團契 一至四周逢星期四下午 16:00 - 18:00 葵福活動中心 家長 7                                                                                                                                                     

家長樂園 隔周星期四早上 10:00–11:45 葵福活動中心 家長朋友 10 

家長英文班 星期三早上 9:45–11:00 葵福活動中心 家長朋友 6 

教會

事工 

1. 為「葵福活動中心」之家長小組、英文班等活動禱告，求主使用中心成為社區、街坊的祝福。 
2. 為家長親子課程禱告，求主堅固初信肢體追求認識神的心。 

3. 為「Super Kids」兒童事工，人手缺乏下，求主額外賜福加力導師把真理種子播在孩童心中，就是到
老也不偏離正路。 

4. 為棉紡會中學青少年團契，求主引領周牧師及劉姑娘進入學校，引介青少年進入基督裡的牧養。 

5. 為週五祈禱會邀請更多弟兄姊妹出席，一起為教會得建立，肢體互守望，從禱告開始，讓大家按神
心意成為一群充滿讚美和屬靈的子民，榮耀神的名。 

6. 為亞拿團契及 Super Kids 與家長將在堂慶獻詩練習順利。 

弟兄

姊妹 

1. 為病患肢體 :  功霸太太身體健康及加能力與精神給功霸照顧太太、娟鈴骨痛與家庭照顧及有待安

排檢查、嬋鸞姊妹腳及腰痛、唐奕聰弟兄心臟衰竭已出院待家中康復，杏娟姊妹確診雙眼為青光眼

及白內障待醫治，桂友婆婆在療養院待康復，寶蓮姊妹視網膜手術後待康復，慧琛姊妹右眼檢查，

玉雪姊妹腸胃炎，如玉姊妹右手痛，鉆玉姊妹膝痛，求主施恩顧念，讓弟兄姊妹在病患中深深體會

主的同在與平安。 

2. 為玉霞姊妹在中華神學院進修及照顧丈夫，求主堅固她生命中的託付，並保守指引她的道路。 

家事報告 

葵福支堂上周財政進項 
 

主日奉獻  $ 2,180.00 

常年奉獻  $ 500.00 

合計  $ 2,680.00 

 

歡迎參加本周 10/03/2019各主日學、團契及祈禱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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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支堂                                                                   

教   牧：何強輝牧師、梁麗燕教師、陳國良教師 

聚會地址： 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 號都會廣場 7 樓短宣中心 (主日崇拜及主日學) 
辦 事 處： 地址：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 號都會廣場 602 室 

           電話：2635 3431 傳真：2635 3727  網址：www.shatinscc.org 電郵：shatinscc@gmail.com 

上周各聚會及活動出席人數 (1/3-7/3) 

沙田支堂堂務報告  
1. 「一源」聆聽聖經運動：由 6/3 至 21/4 的預苦節期內，用 47 天以「一段經文、一個見證、一篇

靈修、一則禱告」來思想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受苦受死，更新靈命。 

2. 「沙田友聚一聚」：10/3(日)崇拜後舉行，目的：彼此增進認

識、彼此建立。 

3. 基教部：24/3 及 31/3(日)下午 12:30-1:30「短宣普通話應用

工作坊」，普通話導師：黃莉娟姊妹，另有兩位分享嘉賓。目

的操練普通話字正腔圓地背誦 12 句福音金句及決志禱告等，

並注意白話轉普通話的通病。歡迎會眾在壁報板上報名參加，

有助會眾以普通話傳福音。 

4. 「社會關懷—聖經基礎與實踐」：課程目標：裝備信徒認

識關懷社會的聖經及神學理論基礎；配合社關部關心社區行動 (例如：外展社區活動、復活節

探訪)；關懷基層人士的技巧。開課日期：2018 年 4 月-6 月 (逢星期日) (實習除外)時間：下午

12:15-13:45。 

5. 2019 教會行事曆：教會將行事曆以手機電子化，讓會眾知道教會全年各聚會及活動資訊，並可自

動定期提示。3/3、10/3 崇拜後，蔡庭森執事會協助大家有關技術支援。 

6. 新堂址裝修：現收集弟兄姊妹們對新堂址裝修意見，請於 31/3 前交裝修小組成員史富東執事。 
 
 
 
1. 請記念肢體及其家人，包括：鄒玉葉姊妹(廖太)癌症療程、李桂英姊妹手術後康復(陳子山執事媽媽)、

何淑菁女士(廖栢基弟兄四嬸)、雷傑宏先生(龔筱敏執事的丈夫)、龔敏培弟兄(脊骨)、楊李錫珍姊妹

及其丈夫楊金陵先生、黃瑞祥執事手指傷口復原、王偉雄執事腰患、何師母等身體健康代禱，求主

醫治和看顧。 

2. 請為教會由 2 月開始在黃耀南小學校內學生功輔接觸學生的福音事工作禱告，求主帶領。 

3. 請為未來石門區居民福音工作禱告，求主預備弟兄姊妹多作主工的心志禱告，求聖靈加倍感動。 

4. 請為中學生團契禱告，求主建立他們穩定在信仰上成長。 

5. 請為印尼華僑團契事工禱告，求主帶領團契福音和信仰成長工作。 

6. 請為李佩芬姊妹和鄭文傑弟兄神學裝備及教會實習禱告，求主帶領。 

7. 請為沙田支堂邁向自立禱告，求主建立教會成長和發展。 

8. 請為沙田支堂未來使用新堂址拓展事工代禱，求主感動及預備眾弟兄姊妹們齊心建立主的家。 
 

 
 
 

備註：除主日崇拜及祈禱會外，所有聚會人數均不計算教師和導師。 

  

聚會名稱 出席 聚會名稱 出席 聚會名稱 出席 

主日崇拜 (日) 80人 迦 勒 團 (日) 11人 約書亞團 (六) 11人 

幼兒崇拜 (日) 8人 路 得 團 (四) 4人 沙田潮男 (二) / 

兒童崇拜 (日) 4人 安得烈團 (日) / 印尼華僑團契(日) / 

早 禱 會 (日) 8人 約 瑟 團 (五) / 中學生團契 (六) 5人 

生命之道 (四) 9人 但以理團 (六) 8人 家長英文班 19人 

本周代禱事項 

沙田支堂上周財政進項 
主日奉獻  $ 3,110.00 

常年奉獻  $ 42,600.00 

購堂奉獻  $ 3,300.00 

差傳及對外奉獻  $ 205.00 

兒童崇拜奉獻  $ 146.00 

合計    $  49,361.00 

http://www.shatinscc.org/
mailto:shatinscc@gmail.com


13 

招募福音大使 

宣教部佈道組參與由中國基督播道會港福堂聯合「愛•傳遞」、「慈福行動」、「視

博恩」及「啟發 ALPHA 」合辦「329 親子福音嘉年華」，大會「以愛、福音、

共融，齊創美好家庭」為主題，目的： 

1) 藉親子講座及福音信息，讓家長明白信仰對孩子成長的重要， 

2) 推動社會共融，讓孩子從小學習同理心，接納特殊教育需要的群體。 

3) 推動品格教育及介紹相關教會及機構給家長認識。 

 

當天我們會擺設攤位，名為「祝福閣」，目的是跟埸內家長及小孩分享福音。 

現在我們需要招募大量「福音大使」，若然你有感動參與，請填妥以下表格交劉

燕飛教師或周紫恩執事。 

活動名稱：「329 親子福音嘉年華」- 攤位「祝福閣」 

日期 ：2019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 

攤位時間：16:00 – 18:00 

地點 ：灣仔修頓室內場館 

對象 ：學生及家長 

註：在嘉年華當天正午 12 時，大會設有簡報會，各福音大使可提早出席。 

 

---------------------------------------------------------------------------- 

 

報名表 

「329 親子福音嘉年華」- 攤位「祝福閣」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團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否接受福音裝備：  有    沒有 

若有，請填寫此欄：  三福    四律   福音橋   五色珠  珍貴福音  

                   

 當生命遇上祂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