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Tsim Sha Tsui Swatow Christian Church 

生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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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總堂                                                                 

主 任 牧 師：呂君望牧師                顧問牧師：樓恩德牧師 
教    牧：蕭寶環教師、伍素娟教師、蕭錦宜教師、劉燕飛教師、黎偉慶教師、

劉培鏗教師              實習傳道：歐陽家宜姑娘 
辦事處聯絡：李俊邦主任 

地址：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電話：2366 6012 傳真：2721 0256 網址：www.tstscc.org 電郵：church@tstscc.org 

 

教牧 聲 「給予孩子最好的」 呂君望牧師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想要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 7:12 

 

以上是基督徒處世的金科玉律。是主耶穌提醒門徒應有積極的責

任、信守的道德規範，而這責任卻源於我們與神的關係、基督所賜的豐

盛生命。使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主動的去愛人、幫助人。 

 

作為父母、長者，我們都希望把最好的給予自己的下一代，若能力

許可，我們都希望為他們預備最好、充足的供應，使他們有美好的將來，

這實在是無可厚非。但不是所有父母在知識及經濟上都一定有能力，而

且，孩子或後代最需要及對他們最深遠影響的是甚麼呢?我想也就是父母

或長者美好的生命見證。每次在安息聚會之懷念環節，都可從已故者後

代的口中，聽到已故者如何愛護家人、為家人無條件的付出等，但令我

最深刻，也就是他們如何敬愛神、遵神吩咐而行，能以基督的愛對別人、

對家人，相信他們的榜樣，就是留給其後代最寶貴又永恆的禮物。 

 

弟兄姊妹，不要輕視孩子的領悟力、觀察力。我們的言行舉止，他

們都在觀察中、甚至深印其腦海裡。他們的行為，或許就是我們的翻版。

我們如何對神、對人、對他們，都大大影響著他們的成長。一般而言，

我們是無法陪伴或照顧他們到老，也不能時刻提醒他們；但神永恆的真

理、不變的應許，是他們一生最重要的明燈，我們留下美好的屬靈榜樣，

也成為他們重要有用的回憶、引證。 

http://www.tst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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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主日崇拜  
早堂：上午 9:30 (聖餐)(錄播) 午堂：上午 11:30 (聖餐)(錄播) 

主 席 莫碧琪執事 崇拜內容可透過教會網頁或 Facebook 收看，一

同參與崇拜。 

網頁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或 Facebook www.facebook.com/tstscc/ 

 

講 員 呂君望牧師 

導 唱 陳國業執事 

電 琴 戴家璧姊妹 

鋼  琴 侯穎心姊妹 

影 音 莫康明幹事 

直  播 IT 小組 
 
 

安靜 

等候 

序樂/始禮頌：世頌 473《神眾教會奮起》第 4 節 
眾立/主席 

宣召經文－詩篇 113:1 

讚美 
祈求 

唱詩：世頌 263《神的恩言》 

唱詩：世頌 433《耶穌仁愛良師》 

月詩：世頌 432《求主教導我》 

會眾/導唱 

同心禱告 眾立/主席 

每周讀經－希伯來書 10：11~18 眾坐/主席 

敬聽 

真道 

講題：讓小孩子到主面前 

講道經文-馬可福音 10：13~16  

眾坐 

主席/講員 

回應 

/ 
奉獻 

回應詩：世頌 441《謝主賜小孩》 會眾/導唱 

每月金句－詩篇 145：9  會眾/主席 

聖餐 -呂君望牧師 眾坐/牧師 

基教部事奉人員就職禮 主席/牧師 

感恩奉獻 眾立/主席 

世頌 551《榮耀歸與最高神》 眾立/主席 

祝福 

差遣 

呂君望牧師 
眾立/牧師 

《阿們頌》 

家事 

分享 

呂君望牧師 
眾坐/牧師 

殿樂奏畢：彼此問安 
 

 

耶和華善待萬有，他的憐憫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詩篇 145:9 (和修本) 

 

 
下主日講道經文－A) 馬可福音 14：51~52， 

B) 使徒行傳 12：25、15：37~39， 

C) 提摩太後書 4：11、彼得前書 5：13 

(請弟兄姊妹先行閱讀，備心領受神恩言教導。) 

每
月
金
句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facebook.com/tstscc/


3 

 

 

 

 

 

 

 

 

 

 

 

 

  

 
 

 

早堂：上午 9:30 (直播) 午堂：上午 11:30 (錄播) 
主席 侯傑文執事 

崇拜內容可透過教會網頁或 Facebook 收看，一同

參與崇拜。 

網頁 http://www.tstscc.org/tstscc-

sermons.html 或 Facebook 

www.facebook.com/tstscc/ 

講員 劉燕飛教師 
導唱 沈詩婷執事 
電琴 戴家璧姊妹 
鋼琴 陳詩雅姊妹 
影音 莫康明幹事、陳駕麟弟兄 

直播 IT 小組 

2020 年 9 月 13 日崇拜職事 

 

周三祈禱會 (逢周三晚上 7:30 開始，形式：網上錄播) 

 9 月 9 日                      負責：蕭錦宜教師 主題：「神的憐憫、祂的忍耐」 

經文：提摩太前書 1：12~17 

歡迎弟兄姊妹網上參與 

講道筆記 講題：讓小孩子到主面前 呂君望牧師 

(經文-馬可福音 10：13~16) 

 

 

 

 

 

 

 

 

 

 

思想問題： 

1. 反思你關心自己或你在教會所牧養的小孩子之程度及目的?  

2. 對於要把孩子帶到主面前，你有甚麼立志及行動配合? 

 

 
祈禱會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facebook.com/tst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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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徵信錄已備妥，有需要弟兄姊妹請在地下接待處自由索取 

主日崇拜  早/午堂暫停現場崇拜。 

教牧長執  伍素娟教師於 9 月 3 至 6 日休假。 

堂議會  李佩芬教師已於 9 月 1 日正式上任，擔任沙田支堂教師一職，謹此歡迎。 

崇拜部 
 2020 年度第 4 季的讀經釋義已備，請已訂購的弟兄姊妹憑姓名於地下

接待處提取。 

關顧部  9 月份周五例行探訪因疫情暫停開始，直至另行通告。 

教會整體 

 誠聘牧師 / 教師－神學畢業，對青年事工懷有熱誠，五年以上牧會經驗。

有活力，團隊精神。請具函附履歷電郵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人力資源小組 

(church@tstscc.org)，合則約見。 

辦事處 

 誠聘教會堂務幹事 入職要求：中五或以上程度，良好粵語，一般英語

及讀寫中文，需輪值上班，熟悉基本電腦操作及文書處理（MS Office

及中英文打字），協助辦公室主任處理文書工作、編排堂務員及工友輪

班安排、物資採購、儲物倉存管理及其他辦事處事務運作支援。兩年或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有意者附履歷寄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基督教尖沙咀

潮人生命堂收(或電郵致 church@tstscc.org)。(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 

 工友陳碧玲姊妹已於 8 月 24 日離職，願神賜福她的前路！ 

A ) 總堂經常費奉獻收入： B) 總堂特定奉獻收入： 

主日奉獻 $1,590.00  差傳及對外奉獻 $6,700.00  
主日學奉獻 $0.00  福利奉獻 $500.00  
常年奉獻 $51,100.00  沙田購堂奉獻 $500.00  
感恩奉獻 $155,800.00  神學奉獻 $1,000.00  
團契奉獻 $0.00  維修奉獻 $38,500.00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奉獻 $0.00  宣教士奉獻 $1,800.00  
其他奉獻 $0.00  發展基金奉獻 $0.00  

葵福奉獻 $10,000.00  聖誕奉獻 $0.00  

8 月 24 – 8 月 30 日 合計( A+B )：  $267,490.00 
累計經常費收支情況 (總堂、生命培育資源中心、葵福、沙田) :  
1-7 月份累計經常費奉獻收入:不包括非經常費收入(利息/借堂/租
金...等) $ 6,122,808.10 
1-7 月份累計經常費支出 :  $ 7,075,875.56 
1-7 月份累計經常費盈餘/(不敷) :  $ (953,067.46) 

每周財政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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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2020~2022 年基教部事奉人員就職禮（恕不尊稱） 

 

 

  

財 政  薛少鑾 

圖書館  顧問：伍素娟  組長：王維安 

組員：陳美玲 張麗華 呂慧蓮 麥少霞 伍偉文 董婉玲 許志宏 吳麗娜 陳智恆 

嬰兒級  主任：黃雛兒 褓母：馬佩霞 馬佩蘭 王玲儂 馬玉貞 陳美艷 

幼兒親子崇拜  

主任：錢冕恩 導師：莫碧琪 楊嘉汶 姚芷茵 馬嘉娜 黃栢基 楊麗汶 魏靜宜 黃緬 白詠莉    

                     林美怡 黃結怡 黃智恆 

幼稚級  主任：殷寶玲 副主任：鄭崇恩 

導師：鄭嘉駿 顏信興 劉彥明 呂羨詩 黃栢基 陳麗翔 白詠莉 薛少職 

AWANA 

執行長：王維安   行政副總監：梁笑珍  行政顧問：吳楚文  營牧：伍素娟 

行政同工：余德儀 梁笑珍 潘佩詩 陳芷茵 魏靜宜 孔好艷 

團體活動總監：鄭泳賢 副總監：鄭國樑 

導師：李展鵬 陳適宜 王思雅 林雅茵 劉振源 陳麗珊 

火花營 

總監：江海洋  副總監：梁建庭 

導師：鄭厲冰 陳碧芬 劉少英 李長昇 吳楚玲 胡文鳳 何詠欣 黃秀媚 徐冬雲 黃珊 徐茵 

區鳳喜 廖霞 鄭美玲 陳巧兒 楊展蓉 甘志培 董婉玲 周曉明 莊超峰 陳美娟 

馬朗淦 甄梅芳 李美蓮 

見習真理奇兵營 

總監：馬崇慧 副總監: 林懋新 

導師：李家儀 莫貝茵 蕭凱苓 郭天娜 王希雅 呂兆基 吳翠鋒 陳麗珊 司徒倩文 何慧琪  

陳德慈 黃緬 

信息時間 

總監：陳詩雅 導師：陳子文 吳楚玲 何秀明 伍素娟 林懋新 王德泰 吳楚文 莫貝茵  

馬崇慧 莫碧琪 呂兆基 司徒倩文 

家長組  

總監：吳楚文  組長：梁德昌 鄭鳳煖 林凱怡 陳寶琪 楊志恆 陳鈺薇 

成年級 主任：馬玉珍 導師：陳家創 蔡國聰 陳麗如 屠慧芝 靳慧芝 潘善培 林芝蘭 何秀明  

普通話查經班 導師：莫碧琪 劉怡翔 樓恩德 馬靜思 

初信班 導師：顏喜賢 吳靜嫺 丘德恩 李志偉 林國榮 黎偉慶 童永成 蘇志煒 侯承謙 

門訓班 導師：呂君望 蕭寶環 伍素娟 蕭錦宜 劉培鏗 劉燕飛 黎偉慶 潘善培 楊嘉汶 梁美鳳 

彭黃秀瓊 

生命之道 

場地主管：陳國業 沈詩婷 王維安 

領詩：蔡恩妍 鄭厲冰 黎麥娉婷 劉燕飛  

司琴：陳碧娜 陳詩雅 何詠欣 江欣恩  

司事：周曉明 朱麗萍 黎雪棋 李楚君 梁淑芬 梁皓琳 關美源 馬主恩 吳楚玲 顏喜賢 

核心組長：陳達華 何秀明 黎偉慶 林國榮 伍素娟 顏喜賢 杜結威 黎靜雯 

影音：李國恩 柯偉義    影音幹事：莫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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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簡介                  《求主教導我》                鄭厲冰姊妹 

這首詩歌英文歌詞由 Rev. G. Kearnie Keegan (1907-1960)於 1959 年寫成，其後

由 Buryl Red(1936-2013)於 1974 年譜上曲調。 

Buryl Red 是 The CenturyMen 男子合唱團的創辦音樂總監和指揮，該合唱團成

員是來自美國各州浸信教會的音樂指揮組成。Buryl Red 亦是一位多產的浸信會作曲

家和聖詩作者，其中許多作品屢獲殊榮。他的一些合唱作品包括《生命禮讚》

（Celebrate Life），和改編自 Pergolesi 作品的 Magnificat 的首演，同可視作美國

教會音樂發展的地標。《華盛頓郵報》將他的作品描述為“非凡的創造力”。 他亦是

美國一些最廣泛使用的音樂教科書的執行製作人。 

Keegan 牧師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長大，曾在多間浸信會牧會，寫完這首詩歌後不

久，在 1960 年突發心臟病息勞歸主，享年只有 53 歲。 

Keegan 牧師寫《求主教導我》是根據《詩篇》143：10「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

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靈本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歌詞教導我們透過聖靈，

祈求上帝不斷更新我們，使我們更像祂。這首歌描繪了筆者的祈禱。三節開始都以祈

求上帝做某事：祈求上帝教導我，訓練我，並使用我！ 

第一節祈求上帝教導我，幫助我們明白祂的話語，祂的話語就是真理，作我們生

活行為上的指引。第二節祈求上帝訓練我，當我們認識神的話語，我們就必須順服並

遵行，無論在家或遠方，分享福音。承接第二節，第三節祈求主使我們，不分貴賤、

種族、國界，為主傳揚福音，拯救失喪靈魂，一同俯伏敬拜主。 

盼望這首詩歌成為我們的禱告，阿們！ 

生命堂聯會「2020 宣教大會」 
 

網上 you tube 直播 

https://alcc.live/2020UnionMission 

 

 

 

 

 

日期：2020 年 9 月 20 日(主日) 

時間：下午 3-4 時 

 

主題：本地跨文化宣教需要─你跨得過 

嘉賓講員：翟浩泉牧師 

 

 

 

 

 

 

 

 

 

 

 

 

 

 

https://alcc.live/2020Union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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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守望‧同心抗疫 

耶穌愛您、愛我、愛他 
 

慷慨待人的，必然豐裕；滋潤人的，連自己也得滋潤。(箴言 11:25) 
 

7-8 月期間，社關部生命培育資源中心透過「教關打氣消費券」、

「FOOD-Connect 區區開飯計劃」，為受疫情影響的家庭送上祝福，互

相打打氣。 

 

自 2 月開始透過「愛心行動‧進入社區」外展，每月派發抗疫祝福包給區內

清潔工友，彼此守望。至 8 月 31 日止，超過 100 個家庭次及 200 位(1262

人次)區內清潔工人獲贈抗疫祝福包。 

 

讓我們一同學習愛與被愛，關愛鄰舍，彼此守望。 
 

9 至 12 月，「愛心行動‧進入社區」外展 

將派發 800 份抗疫包給區內清潔工友及 

有需要人士。 

 

需要收集數量： 

 12000 個口罩 

 40000ml 搓手液 

 

物資收集電話：2721 2766 (吳姑娘, T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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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生命之道第三季課堂取消通知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持續，2020 年第三季課堂將會取消。2021 年第

一季的課堂日期及書卷，將於 10 月 6 日公布；已獲取錄的同學享有優先報

名而不需自行重新報名。詳情請留意中神生命之道手機應用程式，中神生命

之道網頁或中央管理系統。 
 
 
中神生命之道 
 
26/08/20 

路加團 9 月週會 暨 宣教士阿拔、露德分享 

 

主題：為在疫情、逆境中的穆宣服事禱告 

日期：2020 年 9 月 13 日 

時間：下午 2:30~4:30 

形式：Zoom （報名確認後經 Whatsapp 發出電子入場券） 

內容：宣教士信息分享，分組祈禱，路加團友分享。 

 

誠邀所有在本堂恆常聚會的信徒及團友報名參加。 

路加團友請向團契職員報名，其他朋友請向宣教部童永成執事報名，或

WhatsApp 91059164 向黎偉慶教師報名。 

 

 

截止日期：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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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報告 

1) 未能到教會的弟兄姊妹，可用以下方式奉獻： 

 銀行轉賬 

教會銀行賬號資料如下： 

收款人  ：TSIMSHATSUI SWATOW CHRISTIAN CHURCH 

收款銀行：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代號 : 024) 

戶口號碼：286-004528-001 

請電郵奉獻轉賬資料(奉獻者名稱及奉獻項目)到下列新設電郵地址，以便教

會發回奉獻收據。 

電郵    ：churchoffering@tstscc.org 

 網上銀行 FPS「轉數快」系統 

請輸入教會登記流動電話號碼：96510252 及於轉賬時同時輸入「奉獻項目

英/中文代碼」資料，以便教會發回奉獻收據。 

若輸入奉獻轉賬資料時遇上問題，可截圖後電郵奉獻轉賬資料

(churchoffering@tstscc.org)回教會，以便教會發回奉獻收據。 

 

「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神愛樂捐的人。」哥林多後書 9:7 (和修本) 

 

 

 

 

 

 

 

 

 

 

 

 

 

 

 

 

 

 

 

 

 

 

  

升降機部件更換工程進度報告 

感謝神! 前升降機( L2 ) 部件更換工程已順利完成，亦獲機電工程署簽批

合格。現正進行機箱內飾面工程，預計於 9 月中可投入服務。 

至於財政預算，整體估計約 115 萬元。而截至 8 月 30 日收到升降機工

程奉獻$813,226，倘餘約$34 萬元達標。 

 

請弟兄姊妹繼續為工程進度及獻金禱告，求主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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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感恩 

讚美 

感謝神，8 月 30 日下午的會友大會，蒙教會同工及部份會友的

籌備及 300 多會友的參與，得以順利舉行。教會的元首是主耶

穌基督，願我們一起忠心跟隨祂到底。 

周 

一 

差傳 

佈道 

宣教士羊先生在疫情期間只能與其他同事透過電腦屏幕團契及

禱告。願疫情受控後，能互相探望及愛筵分享，為宣教士的心聲

代禱。 

周 

二 

世界 

香港 

天災、政治的動蕩、人心的仇恨、疫情的困擾等充滿全球各地，

這給予我們甚麼的信息，特別是基督徒的我們，這對我們有甚麼

的提醒？求聖靈光照我們每一個信徒的心靈，曉得主回來的日子

近了。 

周 

三 

教會 

事工 

1. 為疫情期間彼此的關顧及特別安排。 

2. 為教會未來的方向，牧養及事工的重點。 

3. 為新一季的主日學，願神使用。 

4. 為新一屆的長老執事選舉的日期安排。 

周 

四 

弟兄 

姊妹 

1. 為懷孕的萬美欣姊妹(9 月 22 日預產期)及薛少鑾姊妹感恩及

代禱。 

2. 為新學年的開展，求天父看顧每位學生及每個家庭。 

3. 為弟兄姊妹的靈命彼此代禱。 

4. 為受疫情影響工作及生計的弟兄姊妹。 

5. 身體軟弱： 

關金愛姊妹(入院)、陳偉倫弟兄(癌病)、黃燕慧姊妹、畢桂清

姊妹(膝前置關節手術後的康復及入住老人院的適應)、盧淑賢

姑娘(化療中，很多副作用)、張舒姊妹(免疫治療)、 

甘志培弟兄、馬陳美英姊妹、柯郭美鴻姊妹、黃育義長老、 

郭豫英姊妹、朱家俊弟兄、溫惠雲姊妹、吳鴻楷弟兄、 

黃燕純姊妹、黃煥喜姊妹及在老人院弟兄姊妹等代禱。 

周 

五 

支堂/

聯會 

沙田支堂蒙會友李佩芬姊妹加入教牧團隊，由 9 月 1 日起成為

教師，為她感恩及事奉適應代禱。 

周 

六 
崇拜 

為明日主日崇拜講員：劉燕飛教師及其他有事奉崗位的弟兄姊妹

代禱。 

本周代禱事項(請依以下建議日期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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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恆常聚會、祈禱會、各級主日學、團契、小組、青少年/兒童聚會等， 
因應疫情暫停至另行通知或改為網上進行，如有需要請與相關單位查詢。 

 

 

 

 

  

團契 聚會內容 上次人數  其他 聚會內容 上次人數 

YoUnited 
迎 Sun 20  普通話班  11 

sunYoUnitedlink 16  主日學 舊約綜覽 (下) 2 

約瑟團 查經 13  主日學 恩賜與事奉 7 

撒母耳團 「工」。「息」 2  

Awana 
Sparks 35 

提摩太團 
活出信仰 3 打扮、
衣著如何作見證？ 

10 
 

TnT -- 

約書亞團 實習傳道分享 11     

堂會/聯會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網址 主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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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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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福支堂網上主日崇拜  

06-09-2020 主日崇拜(上午 09:30 & 11:30 ) 

主席 楊杏娟姊妹 
崇拜內容可於上午 9:30(直播) 或 11:30 

(重播)透過教會當日 WhatsApp 提供網

址連結收看，一同參與崇拜。 
 

講員 盧頴妍教師 

導唱 蘇俊豪弟兄 

司琴 曾俊明弟兄 

影音 江啟健弟兄/陳達華弟兄 
 

葵福支堂                                                                       

教 牧 同 工 ：周健輝牧師、余志強教師、盧頴妍教師 

教 會 同 工 ：福音幹事 – 劉燕莊   事務幹事 – 陳達華  

主日聚會地址：棉紡會中學 (新界葵涌葵盛圍 350 號) 

辦公室地址  ：葵芳盛芳街 7 號葵芳商業中心 1501 室 

活動中心地址：葵芳盛芳街 7 號葵芳商業中心 2301 室 

聯    絡 ：電話: 2423 0191 (辦公室) , 9208 4914 (周牧師)   

              電郵：kwaishing@tstscc.org   網址：www.tst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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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篇 113:1 主席 

讚    美 

《敬拜主》 
 

《祢是我神》 
 

《天父領我》  

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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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經文 撒母耳記上 15:1-31 主席 

講    道 「我真的順從了?」 講員 

感    恩 奉獻／祈禱 主席 

讚    美 《讚美一神》 主席 

祝    福 周健輝牧師 眾立 

歡迎報告 周健輝牧師 眾坐 

殿    樂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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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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歡迎每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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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弟兄姊妹如在過去兩星期有前往國內、或從外地回來，建議自行在家隔離 14 天！請保持個人衛生 ; 須帶備口

罩出外，如有呼吸道感染或發燒等症狀，應盡快就醫及切勿聚會，以保護自己及避免傳染他人。 
 
 

  

 下週 9 月 13 日 

主日網上崇拜職事表 (上午 9:30 & 11:30) 

主席 鍾善雯姊妹 崇拜內容可於上午 9:30(直

播) 或 11:30(重播)透過教

會當日 WhatsApp 提供網

址連結收看，一同參與崇拜。 

講員 蕭寶環教師 
導唱 蘇俊豪弟兄 
司琴 曾俊明弟兄 
影音 江啟健弟兄/陳達華弟兄 

奉獻通告 
因著疫情嚴峻，弟兄姊妹如未能到教會辦理奉獻，請把奉獻轉帳到教會的銀行帳戶、或使用網上銀行 FPS 轉數快，
詳情請參閱總堂財政部報告，並保留和提供轉帳資料 (註明奉獻者姓名及奉獻項目)，以電郵方式盡快在當月交回
教會，或親自交奉獻到葵芳辦公室，以便教會輸入奉獻系統和提供奉獻收據。     
教會銀行帳號及電郵資料如下： 
收款銀行：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代號: 024)  收款人  ：TSIMSHATSUI SWATOW CHRISTIAN CHURCH      
帳號    ：286-004528-001                  電郵   ：churchoffering@tstscc.org 

1. 為教會中許多獨居長者守望，願他們身體得健康的同時，心靈因著上帝亦可以有平安、喜樂。 
2. 為許多家長們需要代禱，要照顧家庭及孩子，求主預備足夠防疫用品的同時，堅固他們對上帝倚靠的心。 
3. 為棉紡會中學師生們禱告，為再次爆發疫情等做好準備與安排。 
4. 為疫情再次爆發，教會聚會安排上，肢體們繼續彼此關顧、守望相助，一同經歷信仰在生活中的力量。 
5. 為弟兄姊妹在教會，堅守參與 2020 讀經及靈修計劃。 
6. 為香港禱告，求主引領港人在困境中尋著出路，在看似黑暗的時局中仍存盼望，同心恊力，讓香港得見復和

與醫治的曙光。 
7. 為世界面臨新冠狀病毒的危機求天父憐憫，醫治患病的人；賜智慧能力給管治團隊，及醫護團隊，讓專家們

能儘早找到疫苗，使病毒得以控制，更求主賜平安給所有人，讓大家不用懼怕去面對。 
8. 為病患肢體：功霸太太雙腳待康復，求主加力與精神給功霸照顧太太及哥哥、娟鈴骨痛與家庭照顧、杏娟姊

妹雙眼有青光眼及白內障待醫治、黃錫均弟兄記憶退化、李如玉婆婆喉舌病痛、盧教師媽媽腎病入院治療及
加力盧教師照顧媽媽、鄒畢女婆婆關節痛、黃蘇妹婆婆腳骨刺及腦廇影響視力，玉蓮姊妹手腕痛楚，廖姑娘
媽媽情況由危急轉為穩定，並已轉往復康医院繼續治療，劉姑娘媽媽感恩口腔手術完成後待康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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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 時間 / 地點 對象 上週人數 

主日崇拜 周日早上 09:30 / 11:30 總堂網上崇拜 會眾 60(瀏覽) 

周五祈禱會 周五晚上 20:30 - 21:30 網上視像 所有信徒 18 

初信班(聖經涉獵) 周三晚上 20:00 – 21:15 網上視像 初信信徒 4 

主日 樂齡崇拜 午堂崇拜 祈禱會 Super Teens Super Kids 長者主日學 長者裁培班 心靈加油站 成人主日學 

06/09/2020 

葵福網上直播(9:30)/ 

重播( 11:30) 

網上  

視像 

星 期 五    

(20:30-

21:30) 

網上視像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13/09/2020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20/09/2020 網上視像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27/09/2020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葵福支堂上周財政進項 
 
感恩奉獻        $11,750.00 
常年奉獻        $11,500.00 
合共            $23,250.00 

疫情下崇拜安排，暫以政府限聚令為考慮起點，建議如下: 

歡迎參加本周 06/0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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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良教師 李佩芬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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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3/9) 

沙田支堂堂務報告 
1. 致謝：承蒙陳恩明牧師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沙田支堂主日崇拜：現維持上午 10:30 現場直播，請所有會眾留在家中參與。兒童崇拜每主日中

午 12:15 舉行，而各班主日學暫停。另鼓勵大家參加主日上午 9:15 早禱會，群體為教會內及外同

心禱告。 

3. 新堂址使用：都會廣場 1605 單位裝修預計在 9 月中旬完成，接

著清潔及搬送教會物資到新堂址。而都會廣場 602 單位租約至 9

月底，1/10(日)開始使用新堂址，求主使用，成為敬拜禱告主的

殿、作光作鹽的燈台。期望 4/10(日)崇拜後(下午 12:15-13:15)

舉行「新堂址啟用禮」，如仍有限聚令則會延期。 

4. 網上心田宣教士月禱會：17/9(四)晚上 8:30-9:30 以 zoom 形式進行網上祈禱分享會歡迎沙田支堂

弟兄姊妹參與。 

5. 新聘任教師：李佩芬姊妹於 9 月成為沙田支堂教師，祈求上帝使用祂的僕人使女。 

 

 
                                                                                                                                                                                                                                                                                                                                                                                                                                                                                                                                                                                                                                                                                                                                                                                                                                                                                                                                                                                                                                                                                                                                                                                                                                                                                                                                                                                                                                                                                                                                                                                                                                                                                                                                                                                                                                                                                                                                                                                                                                                                                                                                                                                                                                                                                                                                                                                                                                                                                    

1. 請記念肢體及其家人，包括：紀夕宏弟兄(癌症)、紀太(腰痛)、偉倫弟兄(林惠音長老大女婿)、陳順

鴻弟兄(腳部)、陳黃賜珍姊妹(腰痛)、龔敏培弟兄(脊骨/腳患)、楊李錫珍姊妹及其丈夫楊金陵先生

等身體健康代禱，求主醫治和看顧。 

2. 請為全球疫情禱告，求主醫治受感染者，看顧心靈疲乏的人，保護前線醫護及工作受影響的人。 

3. 請為沙田支堂進行裝修工程禱告，預計 9 月內完工，求主帶領順利完成。 

4. 請為堂會支持心田宣教士事工禱告，求聖靈感動信眾支持參與。 

5. 請為李培堅弟兄在神學院裝備禱告，求主帶領。 

6. 請為沙田支堂邁向自立禱告，求主建立教會成長和發展。 

7. 請為沙田支堂申請公司註冊程序禱告，求主幫助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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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人 印尼華僑團契 (日) / 約書亞團 (六) 9 人 

幼兒/兒童崇拜 (日) 10 人 / 5 人 安得烈團 (日) / 中學生團(六) 4 人 

早 禱 會 (日) 13 人 路 得 團 (四) / 沙田潮男 / 

主 日 學 (日) / 約 瑟 團 (五) 10 人 姊妹小組 4 人 

迦 勒 團 (日) / 但以理團 (六) 8 人 家長英文班 / 

本周代禱事項 

沙田支堂上周財政進項 
常年奉獻 $ 17,500.00 

購堂奉獻 $ 1,000.00 

宣教奉獻 $ 200.00 

合計 $ 1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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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