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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培鏗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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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除憂慮.享受平安」 蕭寶環教師 

 腓立比書是一本充滿喜樂的書信，「喜樂」這個字在第

四章共用了十六次。「喜樂」的來源有多方面，四 4 說：「你
們要靠主喜樂」，接著便是說「應當一無掛慮」，在一個沒憂

慮的狀態中，人是容易喜樂。不單是「喜樂」，在四 6-9 節，

另一個主題出現了兩次，那就是「平安」。在腓四 6 所說的
「掛慮」不是指為福音的緣故而生的掛心、為未信者憂心忡

忡，而是指一種發自自我，無建設性的憂慮，而「掛慮/憂慮」

剛剛與「平安」是相反的情況。我們都希望少一點掛慮，多
一些平安，那怎樣可以「去除憂慮，享受平安」？ 

 保羅首先教導信徒的是「禱告」。保羅用了三個同義詞

來描述「禱告」，(一)禱告；(二)祈求：(三)「所要的」，保羅
用三個不同的字來描述禱告，目的是強調我們要來到神面

前，講出自己的需要，將一切的掛慮交給神，然後「神出人

意外的平安」是「神的平安便會出人意外地，超乎想像地，」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是「保護你的“心”和“意念”」，

“心”指向“感受”，“意念”指“思想”。 

 保羅用的「保守」是一個軍事觀念，就如衛兵站崗守衛
的情況，是一種非常警覺、嚴密的保護。神對倚靠祂的人的

保護不單是那麼嚴密，而且是深入至我們的內心深處。倘若

我們沒有神的平安，我們的感受和思想便會被憂慮入侵。弟
兄姐妹，你曾否因為憂慮，影響了你的感受和思想呢？ 

 在這裡引用傑文長老所說：我們先有縱軸，才可以支撐

橫軸，否則只有橫軸的話，一切都變成地上的事，而與神無
關了！在新的一年，盼望我們學習縱軸與神相交，才發展橫

軸與人相交，這是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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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午堂：上午 11:30 (錄播) 

主 席 王維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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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培鏗教師 

導 唱 徐  茵姊妹 

電 琴 戴家璧姊妹 

影 音 莫康明幹事 

直  播 IT 小組 
 
 

安靜等候 
序樂/始禮頌：世頌 276《慈悲仁愛上帝》第 5 節 

眾立/主席 
宣召經文－詩篇 131：1，3 

讚美祈求 

唱詩：世頌 6《袮真偉大》 

唱詩：世頌 78《我主最堅定的愛》 

月詩：世頌 297《耶穌奇妙的救恩》 

會眾/導唱 

同心禱告 眾立/主席 

每周讀經－以賽亞書 41：21~29 眾坐/主席 

敬聽真道 
講題：「拆散人的神」 

講道經文 -創世記 11：1~9 

眾坐 

主席/講員 

回應 

/ 

就職 

/ 

奉獻 

回應詩：One Voice (萬口一聲) 會眾/導唱 

總支堂長執、葵福堂委會及各部事奉人員就職禮 眾坐/牧師 

每月金句－哥林多前書 13:2  會眾/主席 

感恩奉獻 眾坐/主席 

世頌封面內頁《讚美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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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有先知講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
齊備的信心，使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了甚麼。 

      哥林多前書 13:2 (和修本) 

 

  

每
月
金
句 

下主日講道經文－雅各書 3:1~12  

 (請弟兄姊妹先行閱讀，備心領受神恩言教導。)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facebook.com/tst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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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One Voice 萬口一聲》 
1. Father we ask of You this day  1. 盼祢今日來臨這處 

Come and heal our land  醫治這地創傷 

Knit our hearts together  連合每顆真心 

That Your glory might be seen in us  神榮耀可得彰顯四處 

Then the world will know  讓世間知道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耶穌祂是主 

2. Now is the time for you and I  2. 獻上今日為神工作 

To join our hearts in praise  同心彼此聯繫 

That the name of Jesus  榮耀基督聖名 

Will be lifted high above the earth  從全地應當響起讚美 

Then the world will know that  讓世間知道 

Jesus Christ is Lord  耶穌是永生主 

(Chorus)   (副歌)   

Let us be one voice  萬口一聲 

That glorifies Your name  同歌唱祢的愛 

Let us be one voice  萬眾一心 

Declaring that You reign  齊高舉祢作王 

Let us be one voice  主裡竭力合一 

In love and harmony  是因主先愛 

And we pray O God  和諧裡頌讚 

Grant us unity  將心獻上 

講道筆記 講題：拆散人的神 劉培鏗教師 

經文 - 創世記 11：1~9 

 

 

 

 

 

 

 

 

 

 

 

 

 
思考題目： 
1. 你對上帝的感覺如何? 

2. 上帝有那些吩咐是你不願意謙卑順服的呢？為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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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上午 9:30 (聖餐) (直播) 午堂：上午 11:30 (聖餐) (錄播) 
主席 鄭泳衡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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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詩敏姊妹 
電琴 陳燕群執事 
影音 莫康明幹事 
直播 IT 小組 

主日崇拜  早/午堂暫停現場崇拜。 

教牧長執 

 蕭錦宜教師在少年崇拜證道(錄播)。 

 心田姑娘在沙田支堂證道(直播)。 

 劉培鏗教師於 2 月 9 日至 2 月 11 日休假。 

 呂君望牧師於 2 月 11 日休假。 

 
祈禱會 

 

2021 年 2 月 14 日崇拜職事 

 

靈命食糧 

 每日 15 分鐘親近神  

2 月 7 日 (日) 出埃及記 22： 1~15 
2 月 8 日 (一) 出埃及記 22：16~23：9 
2 月 9 日 (二) 出埃及記 23：10~19 
2 月 10 日 (三) 出埃及記 23：20~33 
2 月 11 日 (四) 出埃及記 24： 1~18 
2 月 12 日 (五) 出埃及記 25： 1~40 
2 月 13 日 (六) 出埃及記 26： 1~37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們，使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成為初熟的
果子。」雅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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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直至另行通告 

周三祈禱會 (逢周三晚上 7:30 開始，形式：直播~Zoom+Youtube) 

2 月 10 日 負責：蕭錦宜教師 主題：從「新」出發 

 經文：太 1 : 18~25 

 歡迎弟兄姊妹網上參與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facebook.com/tst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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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總堂經常費奉獻收入:  B) 總堂特定奉獻收入: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 

目標奉獻金額 759,000 9,108,000 目標奉獻金額 124,000 1,496,000 

      

常年奉獻 285,250 285,250 差傳及對外奉獻 29,075 29,075 

感恩奉獻 167,463 167,463 宣教士奉獻 9,560 9,560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3,200 3,200 福利奉獻 3,400 3,400 

葵福支堂 19,000 19,000 神學奉獻 1,500 1,500 

其他奉獻 570 570 聖誕奉獻 3,000 3,000 

沙田支堂 0 0 維修奉獻 1,500  1,500 

      

至 1 月 31 (主日) 475,483 475,483 至 1 月 31 (主日) 48,035 48,035 

A) 總堂經常費奉獻收入:  B) 總堂特定奉獻收入:  

達標餘額/(尚欠) (283,517) (8,632,517) 達標餘額/(尚欠) (75,965) (1,447,9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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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部 
 2021 年 2 月份聖餐定於 2 月 14 日(第 2 主日)舉行，弟兄姊妹可回

教會領取聖餐套裝，以便網上一同參與 2 月 14 日的聖餐禮。 

會友消息 

 會友黃許元貞姊妹(黃育義長老娘)安息聚會定於 2021 年 2 月 8 日(一)

早上 10 時 30 分在尖沙咀聖安德烈堂舉行。請弟兄姊妹留意出席，共

表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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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期間，辦事處於 2 月 12 日(年初一) 、2 月 13 日(年初二) 全日

休息及 2 月 14 日(年初三)下午休息，敬請留意！ 

 誠聘教會工友 中三或以上程度，需輪值當更（部份時間留宿），負

責場地擺設、清潔、日常雜務、簡單維修、當值接待處。有水電牌者

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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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 

每周財政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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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簡介 《耶穌奇妙的救恩》 侯穎心姊妹 

《耶穌奇妙的救恩》（Wonderful Grace of Jesus）是由李理納 （Haldor 

Lillenas）於 1918 年作詞作曲。他與妻子（女作曲家韋柏梅 Bertha Mae Wilson）在貧

窮的環境下，靠着恩典，以五元購入鄰居的舊鋼琴，完成了許多著名的聖詩，而《耶穌

奇妙的救恩》就是其中一首。他一生共創作了四千多首聖詩，成為 20 世紀重要的聖詩作

家之一。他後來創立的 Lillenas 音樂出版社，短短幾年後便被較大型的教會出版社收購，

且一直以 Lillenas 之名號繼續出版各類教會音樂資料至今。 

這首詩歌總共三節。歌詞述說上帝透過耶穌賜予的救恩戰勝所有罪惡，使罪人

的靈魂得到釋放和自由，能成為神的子民並得到平安和滿足。一步一步上升的旋律和附

點節奏使這首詩歌輕快而活潑，或者我們很容易便因此唱得過快，導致咬字不清。所以

作曲家曾提醒人們頌唱這詩歌時，應吐字清晰、穩定從容地讚美和宣告着耶穌充足的救

恩這重要的信息。 

 

尖沙咀堂第十屆長老及第廿四屆執事 
及  

沙田支堂第二屆長老暨執事 
及 

葵福支堂第二屆堂委會 
就職名單 

尖沙咀堂長老： 彭祖輝 侯傑文 黃俊英 陳大衛  

尖沙咀堂執事： 鄭嘉恩 黃立偉 楊慧儀 林國榮 李文湘 

杜結威 鄭泳衡 梁美鳳 莫碧琪 王維安 

蟻穎生 侯承謙 楊麗芳 童永成 楊國姿 

何詠君 林惠愛 范寶蓮   

 

沙田支堂長老： 李恩添 林惠音    

沙田支堂執事： 彭嘉妮 黃瑞祥 史富東 陳銘春 廖栢基 

余美珠     

 

葵福支堂堂委會： 陳大衛 周健輝 余志強 盧頴妍 林惠愛 

范寶蓮 陳發添 周健華 鍾善雯 黎予學 

林嬋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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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2021 年各部事奉人員就職禮（恕不尊稱） 

堂議會 

文字資訊組 召集人 楊慧儀 組員 
美術：關美源 印刷：駱維新 

委員：吳麗娜 顏信安 黃秀媚 陸詠恩 林澄 李松輝 

崇拜部 
教牧 呂君望 劉培鏗 

部長 鄭泳衡 

部員 呂吳靜嫺 吳楚玲 翁獻基 

傳譯 
普通話 楊慧儀 何秀明 祁建安 陳淑貞 余翠屏 楊美梅 

潮語 顏喜賢 何秀明 李曉玲 

聖樂部 

教牧 呂君望 聖樂顧問 劉永生 

聖樂部長 梁美鳳 聖樂導師 沈凜聰 

司琴 

電琴 戴家璧 江培薇 陳燕群 林惠齢 潘頌欣 侯承謙 侯穎心 

鋼琴 
陳詩雅 侯穎心 沈詠禧 王德泰 王珊妮 侯承謙 林雅茵 陳碧芬 梁家熹 呂兆基 

陳燕群 陳翠恆 江欣恩 林  靜 何詠欣 陳雪兒 呂羨詩 黃思琪 陳恩冕 陳碧娜  

崇拜導唱 
沈凜聰 梁美鳳 陳詩敏 林子聰 徐  茵 陳適宜 李玉麗 陳國業 梁衛國 王哲明  

沈詩婷 何詠君 鄭厲冰 曾憲明 蘇俊豪 陳靈峯 陳翠恆 侯穎心 陳靈衞 

聖歌團 指揮 團長 副團長 / 財政 文書 兼 靈修 譜務 

早堂 梁美鳳 陳詩敏 陳適宜 鄭厲冰 林子聰 呂德華 

午堂 關文豪 陳國業 沈詩婷 鄭麗珍 孔德鴻 

樂揚詩班 
指揮 組長 副組長 / 財政 

何詠君 顏信誼 江海洋 

成年詩班 
指揮 聯絡 / 組長 

陳詩敏 梁美鳳 李麗賢（總組長）麥顏娟 黃艷紅 朱麗萍 彭文基 

少年詩班 
指揮 團長 譜務 財政 康樂 / 文書 

沈凜聰 侯穎心 陳靈衞 陳靈峯 陳翠恆 

兒童詩班 
指揮 團長 導師 

陳詩敏 鄭厲冰 蘇 婷 陳碧芬 李長昇（財政）林雅茵 袁曉鋒 陳美娟 

敬拜小組 組長 周世揚 副組長 / 財政 阮文達 

手鈴隊 指揮 沈詠禧 聯絡 陳詩敏 

樂器組 指揮 沈凜聰 組長 黃漢思 

社關部 
教牧 伍素娟 部長 何詠君 

部員 沈詠恩 陳慧萍 譚妙芝 李麗賢 何慧琪 廖建倫 張雪鳳 張雪燕 司徒倩文 王維安 侯承謙 

宣教部 
教牧 劉燕飛 部長 童永成 副部長/財政 楊國姿 

佈道/栽培組 呂吳靜嫺 馮卓成 陳樂強 

差傳組 蘇綺玲 司徒倩文  

福音班 顏喜恩 梅嘉耀 蕭愛碧 

事務部 
部長 李文湘 杜結威 

工程小組 組長 童永成 組員 侯傑文 陳發添 江啓健 王哲明 周曉明 李國芳 

影音組 組長 林慶安 組員 王哲明(顧問) 彭銘濂 周世揚 李志偉 陳駕麟 王海傑 陳偉倫  

資訊科技組 
MRM 系統 組長 陳國業 組員 侯傑文 顏信興 林澄 

硬件及網絡 組長 彭銘濂 

佈置組 組長 關美源 組員 江啟健 何秀明 潘秀芬 陳樹權 周曉明 

綠化小組 組長 雷燦誠 組員 陳秀鴻 陳靈峯 羅耀輝 黄立偉  



8 

 
財政部 

部長 林國榮 杜結威 

部員 吳楚文 李文湘 沈詩婷 顏信興 

青少年部 
教牧 蕭錦宜 劉培鏗 長老 黃俊英 

部長 蟻穎生 侯承謙 部員 沈立群、顏信興、蘇婷、孫俊禧 

財政 柯偉義 書記 --- 

YoUnited 
陳翠恆 侯穎心 黃思琪 陳靈峯 李詠祈 陳靈衛 江欣恩 蔡恩蔓 蔡恩盈 梁言致 梁恩臨 李允翹 

易子翔 陳秀鴻 周頌恩 劉穎翹 周敏兒 顏信盈 蟻穎恩 沈立群 侯承謙 蟻穎生 蕭錦宜 

提摩太團 孫俊禧 馬善愉 陳靈衛 蔡恩盈 侯穎心 蕭錦宜 

約書亞團 蘇  婷 呂依靈 嚴應興 陳靈峯 陳子文 蟻穎生 劉培鏗 

約瑟團 顏信興 王希雅 顏信盈 趙崇謙 陳恩冕 楊國姿 黃俊英 劉培鏗 

撒母耳團 沈立群 蕭錦宜 

康體事工 鄭泳衡 沈立群 劉培鏗 

成年部 
教牧 蕭寶環 長老 黃俊英 

部長 楊麗芳 黃立偉 關顧组核心部員 何秀明 莊妙玲 馬楚芳 鄭美玲 吳楚文 

財政 何秀明 書記+財政 吳楚文 

探訪組 
組長(教牧) 呂君望 蕭寶環 劉培鏗 

組員 馬楚芳 王玲儂 黃艷紅 楊麗芳 李慶華 侯傑文 

服務組 
組長 楊麗芳 

組員 鄭綺華 黎予學 李楚君 李楚如 梁淑芬 梁皓琳 馬玉鳳 馬楚芳 馬主恩 黃英 

招待組 

組長 陳詩蒂 翁獻基 

組員 

陳敏儀 陳志堅 陳香齡 陳耀齡 鄭詠恩 張雪燕 張雪鳳 周汝棠 蔡國聰 朱麗萍 秦玉娣 

何潔清 何詠琪 何柏恆 熊冕基 林長厚 柳和珠 劉小明 李寶珊 李景紅 李翠群 陳楚玉 

李楚君 李玉燕 李國偉 梁本立 梁仲輝 梁仲偉 廖覺良 廖建倫 呂揚明 陸惠芬 馬玉珍 

馬禮明 吳家進 伍偉文 潘麗貞 蘇志煒 鄧彩媚 屠慧芝 曾秀芬 曾南生 謝維德 王玲儂 

王玉叶 王道池 黃慧兒 楊竣熙 嚴坤玲 姚雄彬 翁建基 温佩怡 洪光旻 曾梁淑芬 

黃  珊 

成年團契  

迦勒團 
團長 

馬主恩 李曉玲 

靈修       關顧      財政           總務 

梁淑芬     劉淑珍    梁仲偉 李莫愁  潘美英 陳如霞                                                    

迦南團 
團長 

靳慧芝 梁皓琳 

文書       靈修            關顧             財政             總務 

胡植華     李寶珊 屠慧芝   林美娥 屠慧芝    陳麗如 柳和珠    梁仲輝 梁皓琳            

迦密團 
團長 

李麗賢 馬玉珍 

文書       靈修      康樂           聯絡            總務     財政 

彭文基     蔡國聰    林長厚 陳植鵬  馬玉鳳 潘麗貞   馬楚芳   馬玉珍                                                 

彼得團 
團長 

吳楚玲 

靈修+財政  文書      關顧       總務 

黃秀蘭      陳淑貞    梁志薇     嚴坤玲 

路加團 
團長 

梅嘉耀 

文書+靈修  財政      關顧            總務 

陸惠芬      杜结威    翁獻基 關美源   翁建基             

以斯拉團 
團長 

莫貝茵 

文書+財政  靈修      EJ        康樂         

何詠琪      沈詠禧    馬崇慧    李展鵬 

但以理團 
團長 

盧明正 

文書+靈修  財政/康樂  關顧 

陳玉寶      謝伶其    盧明正 

挪亜團 
團長 

紀寶星 

文書       靈修      關顧             財政        

錢冕恩     陳巧兒     鄭泳衡 黃智恆    鄒麗菊 

小組  
男土小组 - 組長 陳錦珊 / 巴拿巴小組 - 組長 李志偉 

粵曲小组 - 組長 顏喜賢 / 弟兄小組 - 組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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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感恩 

讚美 

感謝神，過去一年的保守，雖然疫情依在，但你的眷顧、恩典，使我們不

致喪志，願我們常存信心、愛心及盼望面對每一日。 

周 

一 

差傳 

佈道 

要來的農曆新年，相信會是最特別的一次，可能少了實際接觸，但願我們

隨機應變，把握不同契機，把最實用及寶貴從聖經而來的祝福，送予我們

的親友。 

周 

二 

世界 

香港 

求神賜特區政府當局，有智慧及決心控制疫情的擴散，也有智慧幫助受影

響的群體。 

周 

三 

教會 

事工 

1. 為新一屆堂議會各組別的合作、方向共識及事工推展。 

2. 為疫情期間的網上聚會及課堂，願神保守。 

3. 為教會及中心分別要聘請同工，求主預備。 

周 

四 

弟兄 

姊妹 

1. 為已就職的堂議會長執及各部事奉人員，願他們忠於所託。 

2. 會友何詠欣姊妹的父親於 1 月 30 日離世，求主安慰姊妹的心。 

3. 會友梁宛慧姊妹的父親於 1 月 24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姊妹的心。 

4. 為懷孕的胡菲姊妹(預產期是 6 月)感恩及代禱。 

5. 身體軟弱： 

蘇玲姊妹(呼吸不順，曾在家跌倒)、陳家洪弟兄(肺炎情況轉差)、 

劉淑珍姊妹、陳水心姊妹、盧淑賢姑娘(已完成第二階段的電療，觀察

中)、何照容姊妹、關金愛姊妹、陳偉倫弟兄、黃育義長老、黃煥喜姊妹 

及在老人院弟兄姊妹等代禱。 

周 

五 

支堂/

聯會 

為沙田支堂 2 月 21 日新春小小型家訪團拜的安排，願神使用，建立關係，

互相祝賀。 

周 

六 
崇拜 為明日主日崇拜講員：呂君望牧師及其他有事奉崗位的弟兄姊妹代禱。 

團契 內容(Zoom) 上次人數  其他 內容(Zoom) 上次人數 

「青」頌主名 他找到一個好樹窿 17  普通話班  16 

迎 Sun 
感受不到耶穌的愛， 

怎麼辦？ 
10 

 

Awana 
Sparks  35 

約瑟團 Workshop 15  T & T  33 

    145 屆洗禮班  11 

    初信班(第 3 季)  8 

    新約綜覽(下)  6 

    周三祈禱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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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代禱事項(請依以下建議日期代禱) 

本周 7/2/2021(日)–13/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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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福支堂網上主日崇拜  

 

讀           經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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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2021 聖餐主日崇拜(上午 10:00) 

主席 劉燕莊姊妹 
崇拜內容可於上午 10:00(錄播) 及後重

播，透過教會當日 WhatsApp 提供網址

連結收看，一同參與崇拜。 
 

講員 樓恩德牧師 

導唱 劉燕莊姊妹 

司琴 何詠欣姊妹 

影音 江啟健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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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篇 131:1,3 主席 

讚    美 

《十架犧牲的愛》 
 

《住在祢裡面》 
 

《朝陽中》  

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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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職 禮 「第 9 屆長老、第 24 屆執事及第 2 屆堂委就職典禮」 周健輝牧師 

講道經文 
創世記 47:1-12, 詩篇 106:1,15,48,  

約翰福音 20:26-29, 哥林多後書 4:18 
主席 

講    道 「信而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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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真、美、善」 
08/02 創世記第 29,30 章 12/02 創世記第 37,38 章 

09/02 創世記第 31,32 章 13/02 創世記第 39,40 章 
10/02 創世記第 33,34 章 14/02 創世記第 41,42 章 

11/02 創世記第 35,3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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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葵福支堂「同心為神家」教會奉獻計劃，求主保守感動更多肢體參與及每年能夠達標。 
 
 

 
 
 
 

 
 
 
 
  

 下週 2 月 14 日 

網上主日崇拜職事表 (上午 10:00) 

主席 鍾善雯姊妹 崇拜內容可於上午 10:00 

(直播) 及後重播，透過教會

當日 WhatsApp 提供網址連

結收看，一同參與崇拜。 

講員 周健輝牧師 
導唱 林嬋鸞姊妹 
司琴 彭錦銓弟兄 
影音 江啟健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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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住在護理院弟兄姊妹守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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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弟兄姊妹在教會中各「心靈小組」Soul Group，堅守參與 2021 讀經及靈修計劃，並建立緊密連繫與互相關顧。 

4. 記念香港各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明源頭個案急增升及第四波爆發，學校部分的年級再度停課，求主憐憫保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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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們注射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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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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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玉婆婆已出院待康復、盧教師媽媽已做了特別檢查，求主保
守醫生找出原因，並對症下藥，得到適當治療，早日康復，並加力盧教師照顧媽媽及她們出入醫院平安、黃蘇妹婆
婆腳骨刺及兒子郭錦飛弟兄腦廇影響視力，玉蓮姊妹手腕痛楚，廖姑娘媽媽在家康復期中，求主加力廖姑娘全職
照顧媽媽及親自醫治伯母及讓她早日信主，廖淑媚婆婆背部生蛇病痛，徐東妹胸口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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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 時間 / 地點 對象 上週人數 

主日崇拜 周日早上 10:00 網上直播崇拜 會眾 49 人次瀏覽 

周五祈禱會 周五晚上 20:30 - 21:30 網上視像 所有信徒 28 人 

Super Teens 周日早上 11:30 - 13:00 網上視像 青少年 7 人  

洗禮班 周三晚上 20:00 - 21:15 網上視像 合資格修讀弟兄姊妹 4 人 

亞拿團契 一、三周逢星期一早上 10:00 - 12:00 網上視像 長者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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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2-2021 
葵福網上錄播(10:00)     

及後重播 網上視像 

星 期 五    

(20:30-

21:30) 

暫停 網上視像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14-02-2021 

葵福網上直播(10:00)     

及後重播 

網上視像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21-02-2021 暫停 網上視像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28-02-2021 網上視像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暫停 

葵福支堂上周財政進項 
同心為神家 
(每月儲蓄)     .$  4,532.00 
感恩奉獻       $ 14,000.00 
常年奉獻       $ ..9,500.00 
合共:          .$ 28,032.00 

歡迎參加本周 7/2/2021各主日學、團契及祈禱聚會 

疫情下崇拜安排，暫以政府限聚令為考慮起點，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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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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主日崇拜/辦事處：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 號都會廣場 1605 室 

幼/兒童崇拜：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 號都會廣場 7 樓短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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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4/2) 

沙田支堂堂務報告 
1. 致謝：承蒙心田姊妹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長執就職禮：於 7/2(本主日)直播主日崇拜中舉行(以播放形式)，

新一屆長執名單與事奉崗位刊於禮序，請大家禱告記念新一屆堂

議會的服侍。 

3. 2021 新春小小型家訪團拜：日期:21/2/2021 (日)時間:於午膳後

下午 2:00 至 5:00 之間，(探訪不多於一小時)，家訪者人數:每家

庭不多於 5 人，讓弟兄姊妹能在較合適的情況下互相祝賀。凡參加探訪的弟兄姊妹，請於 21/2 

或之前在各所屬的團契及小組報名，請團長／組長把名單交給李佩芬教師。 

4. 聖灰日祈禱會：於 17/2(三)晚上 8:00 在網上舉行，信徒以禁食、克己、服侍、禱告、靈修等操

練，默想耶穌的受苦、反省自己的過失。幫助整個教會和每一個信徒的更新。 

5. 齊齊找「出路」運動：因著教會年題「靠主前行」為弟兄姊妹今年屬靈生命的導向，鼓勵全會

眾，由 17/2(三)開始到復活節(除主日)，以 40 日讀完「出埃及記」為目標，稍後將會給予

google 連結報名。 

6. 1605 自修室及 work from home：教會開放場地給有需要的沙田堂學生做功課溫書及有需要的

弟兄姊妹，讓他們有安靜空間工作；有需要的使用者請預先與教牧聯絡安排。 

 

 
                                                                                                                                                                                                                                                                                                                                                                                                                                                                                                                                                                                                                                                                                                                                                                                                                                                                                                                                                                                                                                                                                                                                                                                                                                                                                                                                                                                                                                                                                                                                                                                                                                                                                                                                                                                                                                                                                                                                                                                                                                                                                                                                                                                                                                                                                                                                                                                                                                                                                 

1. 請記念肢體及其家人，包括：紀夕宏弟兄(康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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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晴康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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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堂會支持心田宣教士事工禱告，求聖靈感動信眾支持參與。 

4. 請為李培堅弟兄將在神學院全時間裝備禱告，求主帶領。 

5. 請為沙田支堂邁向自立禱告，求主建立教會成長和發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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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人 印尼華僑團契 (日) / 約書亞團 (六) 10 人 

幼兒/兒童崇拜 (日) 6 人/ 8 人 安得烈團 (日) / 中學生團(六) / 

早 禱 會 (日) 7 人 路 得 團 (一) / 沙田潮男 / 

主 日 學 (日) 4 人 約 瑟 團 (五) / 姊妹小組 / 

迦 勒 團 (日) / 但以理團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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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100.00 

感恩奉獻 $ 2,100.00 

購堂奉獻 $ 2,000.00 

合計 $ 48,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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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