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50.00  什一奉獻    （註一） ： $29,35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6,600.00 

    鮮花奉獻    （註三） ： $250.00 

    經常費奉獻  （註四） ： $12,000.00 

    共收入 ： $48,250.00 

※※※※※※※※※※※※※※※※※※※※※※※※※※※※※※※※※※※※※※※※※※※※※※※※※※※※※※※※※※※※※※※※※※※※※※※※※※※※ 
 

什一奉獻：    （註一）       

M017 $4,300  M046 $600  會眾1 $1,750 

M005 $11,700  H2 $10,000  M036 $1,000 

感恩奉獻：    （註二）       

M045 $500  會眾2 $100  M046一家 $1,000 

會眾3 $1,500  M012 $3,000  M032 $500 

鮮花奉獻：    （註三）       

會眾1 $250       

經常費奉獻：  （註四）       

會眾4 $12,000       

        

支票奉獻： 中文抬頭請寫：尖沙咀國語浸信會；  

英文：Tsim Sha Tsui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 

2021年1月24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謝楚英姑娘 當值執事： 陳新立執事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主  席： 馮啟源執事 投 影 員： 陳新立執事 選  歌： 李林玉清姊妹 

翻  譯： 華利姊妹     

      
※※※※※※※※※※※※※※※※※※※※※※※※※※※※※※※※※※※※※※※※※※※※※※※※※※※※※※※※※※※※※※※※※※※※※※※※※※※※ 

 

主任牧師 ： 馮煜強牧師  電話：6464 4327  電郵：revandrewfung@yahoo.com 

女 傳 道 ： 謝楚英姑娘  電話：5118 8114  電郵：choyingtse@yahoo.com.hk 

幹    事 ： 甘玉娟姊妹  電話：2739 8331  電郵：tstmbc.mail@gmail.com 

本會電話 ： 2739 8331 或 2739 8334  傳真：2369 6655  

本會電郵 : tstmbc.mail@gmail.com  網址：http://www.tstmbc.org.hk 

本會地址 ：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46-48號恒隆銀行大廈2字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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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stmbc.org.hk/


 

  

主日崇拜 
主曆：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主  席： 周富全弟兄  選  歌： 周陳慕儀姊妹 

翻  譯： 張志茹姊妹                

        

        
 

序樂  琴聲一起請安靜預備  司琴 

宣召  以賽亞書6章3節  眾立 

『彼此呼喊說：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 

祂的榮光充滿全地！」』 

祈禱 ~~~~~~~~~~~~~~~~~~~~~~~~~~~~~~~~~~~~~~~ 眾立 

敬拜讚美 ~~~~~~~~~~~~~~~~~~~~~~~~~~~~~~~~~~~~~~~ 眾坐 

讀經  經文：詩篇 119篇 89節  主席 

講道  講題：回歸聖言三部曲  馮煜強牧師 

回應詩  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眾坐 

奉獻  主日（紅） 眾坐 

讚美詩 ~~~~~~~~~~~~~~~~~~~~~~~~~~~~~~~~~~~~~~~ 眾立 

祝福 ~~~~~~~~~~~~~~~~~~~~~~~~~~~~~~~~~~~~~~~ 馮煜強牧師 

阿們頌 ~~~~~~~~~~~~~~~~~~~~~~~~~~~~~~~~~~~~~~~ 眾立 

家事分享

/牧禱 

 

~~~~~~~~~~~~~~~~~~~~~~~~~~~~~~~~~~~~~~~ 馮煜強牧師 

默禱  默禱後彼此問安  眾坐 
   

當值執事: 梁耀根執事 投影員: 陳新立執事 事 務: 馮啟源執事 

家事分享 

1. 歡迎：歡迎第一次參加網上崇拜的朋友，願主賜福給您，誠邀您再次參加

網上崇拜及參加本會崇拜。 

2. 月會會議：月會會議於 1月 24日主日崇拜後，中午十二時十五網上召開，

請各位會友預留時間出席，商討聖工。 

3. 成聖追經：為配合本年度主題：回歸聖言，教會推出一項兩年完成整本聖

經閱讀計劃。1月 1日至 28日閱讀創世記，教會每天早上有短訊提醒。 

4. 家庭崇拜：一月份已過一半，教會鼓勵會眾在家中實行每月一次家庭崇

拜，建立家庭祭壇。教會已編寫每月一份家庭崇拜參考資料，已上載在教

會的網頁，請瀏覽首頁，標題「家在尖國浸」內的分頁，會眾可自行下載

有關的資料。 

5. 鮮花奉獻：2021 年度鮮花奉獻，每次費用為 250 元。會眾可按自己喜歡

的日子作出選擇，及將選好的日期通知幹事。2020 年認獻者仍未提交鮮

花奉獻，煩請盡快處理。 

6. 廣東話主日學：多謝劉志進弟兄在廣東話主日學分享創世記一至十一章，

順利完成。2月 7日起將由吳偉強弟兄分享撒母耳記下，敬請弟兄姊妹預

留時間參與，學習聖言。 

7. 教會通訊群組：教會已開始一個名為：尖國浸家事分享的組群，統一發放

教會的資訊，請在個人手機上加入馮牧師電話為聯絡人，才能接收教會的

信息。如會眾未能收到教會消息，請通知幹事。另外每週崇拜程序表將會

上載教會網頁，日後會減少部份印刷，響應環保。 

8. 教會奉獻：教會正式開始使用「FPS」轉數快服務，弟兄姊妹請輸
入教會電郵地址「tstmbc.mail@gmail.com」奉獻，轉帳時請在備註
欄填上名字及特定奉獻用途。亦可將奉獻支票寄回教會，或自行存入

本會中國銀行戶口，號碼：012-875-1-158225-2，名稱：「尖沙咀國語浸

信會」或（Tsim Sha Tsui Mandarin Baptist Church），然後請將收據拍照

傳給教會核實。 

9. 生日快訊：1 月 20 日 林蕙盈姊妹 
 

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網上瀏覽171次 主日早禱會：-- 成人主日學：網上11人 

喜樂團契：-- 週六敬拜聚會：-- 國語團契：網上13人 

生命成長團契：網上10人 以諾助道會：網上12人 青少年小組：-- 

兒童主日學： 高小組：-- 初小組：-- 幼兒組：網上5人 
 

 主題：回歸聖言、效法基督 
使命宣言：成為一間實踐大使命及活出大誡命門徒組成的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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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金句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約翰福音14章6節)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

多人的贖價。」 (馬可福音10章45節) 
 

代禱事項：為教會禱告 

1. 為本主日崇拜講員馮煜強牧師祈禱，求主賜下話語，及為各事奉人

員祈禱，讓我們聲合為一，將最好的獻呈給主。 

2. 為教會今年推動成聖追經讀經運動禱告，求主愛吸引我們，回歸聖

言、愛慕聖言。以聖言作為基督徒安身立命的指引。 

3. 為近日天氣寒冷，求主保守各長者身體健康禱告。現時新冠肺炎加

上每年冬天的流感，增加風險。求主賜下平安，特別是獨居長者，

小心身體，天氣寒冷，影響活動的能力，要懂得添衣保暖。 

4. 為年近新春，個別會眾準備回家過年，與家人共聚禱告，求主保守

他們順利買到車票，及能預訂隔離期間的酒店。為近日已回港居家/

酒店隔離的會眾禱告，求主保守他們能安全等候隔離。為暫時未能

回港的會眾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在外地的起居生活，及留港的家人，

上主的恩典同在。期望疫情盡快穩定，能早日與家人團聚。 

5. 為香港預計於下月初進行疫苗接種禱告，求主使用這些疫苗，有效

控制疫情擴散。由於疫苗仍未完全成熟，求主保守接種的人，減少

副作用。為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禱告，因資源因素，未必能第一時間

取得疫苗，保守當地貧困家庭，在有限資源之下，得到基本的照顧。 

6. 為身體有病的會眾禱告，為黎媽媽身體健康，願賜平安的主加能賜

力，保守療程一切順利，早日康復。為陳新立執事的父親再次因病

入院，仍未查出病因禱告，求主醫治，早日康復。 

 

 

 

 

敬拜讚美詩歌 

我得自由（基恩敬拜音樂事工）(YouTube播放)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  

在衪愛裡沒有懼怕  
 
從前我瞎眼 如今得看見  

被擄的心 今得釋放  

受傷的靈魂 有祢去纏裹  

因祢的鞭傷 我得自由 

好好的過（泥土音樂事工）(YouTube播放) 

當我不明白的時候 我選擇相信 相信上帝依然愛我  

那怕是長夜沒有盡頭 祂會陪我度過  

當我完全不知所措 我還是相信 相信上帝依然愛我  

祂的愛是我堅強的理由 給我勇氣面對明天  
 
每一步 勇敢的走 每一天 好好的過  

因為上帝愛我 祂會陪著我走  
 
在冰冷的夜空 還有星星告訴我  

祂就在這裡 看顧著我  
 
走出了憂鬱 陰暗的角落  

在祂的愛裡 我用信心等候 

回應詩 YouTube播放：陪我走過春夏秋冬（小羊詩歌） 

風風雨雨的時候，才知道祢的溫柔； 

多年前，幾年後，仍然相信祢恩手。 

一年年的長大，一次次的切慕， 

祢都陪我，安慰我，憐憫我！ 
 
祢說 會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疼我，引導我，保護我！ 

倚靠耶和華的人，甚麼也不怕， 

倚靠耶和華，一個不撇下！ 
 
祢總不撇下我，永遠不離開我，晨昏夜晚陪我度過； 

我的日子如何，祢的恩典更多，在這一切事上靠你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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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想、敢做、感恩   
分享：再生會-司徒慧儀姊妹  筆錄：吳晉熙弟兄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我過了 40年喜怒哀樂的人生，敢想，敢做，感恩。 

小時候一出生就是傷殘人士，站不直，坐不穩，要用拐杖，感謝父母

不離不棄的養育之恩，供書教學。因有很多天生傷殘的人士會被遺棄，成

為孤兒。 

出生時早產及腦部缺氧而患上先天性腦麻痹症，需要終生接受物理治

療，及長期忍受拉筋和手術的痛楚，幸好只是影響四肢活動能力，而沒有

影響腦部。 

由於天生傷殘，所以我要上特殊學校；但感恩我讀的都是最好的特殊

學校。我也會參加學校很多的課外活動，所以活得很快樂。我雖然傷殘，

但是有很多愛我、關心我的人。 

中學畢業後，我投身社福機構工作，因我曾受人的幫忙，我也很想去

幫助別人。當初很怕同工不同酬，被輕看。幸好那時我認識了主耶穌，我

開始思想苦難的問題。我就問上帝：「是不是我父母的問題，還是我前世

不知道做了些甚麽，今生就有苦難？」但神給我兩段經文，(約九 3，林前

一 27)原來神揀選了我，要我變成其他人的鼓勵，我就被神鼓勵。後來發現

神給我一群工作的好拍檔，生日會一起慶祝，也會去澳門玩。 

後來家裡有些事，所以要出來獨居，但是有工作，不能申請公屋，所

以要承擔昂貴的租金。而同時收到爸爸患腸癌的消息，我開始有抑鬱，想

輕生。但是神賜我一個健全的腦袋，身殘但心不殘，我要依靠神，靠著主

去衝破患難。因此後來被人提名我選十大再生勇士，和十大在職達人，都

拿到獎。 

由於租金越來越貴，雖然覺得我自己殘而不廢，我就向政府發聲，然

後事件被報道出來，然後就透過恩恤安置計劃上了公屋有自己的居所，生

活起居飲食都是靠自己。有人捐了新輪椅給我，我叫他 BMW，明白到流淚撒

種必歡呼收割。我不用承擔昂貴的租金，我就有餘錢去吃好一些東西，扮

靚，周遊列國：去過日本，加拿大，美國，坐郵輪，我也去了芝加哥探望

一個好朋友，他是在基督教的廣播公司工作，我在那裡和他們分享見證。 

現在我可以駕駛，可以打拳，可以飛天，可以潛水。不求與人相比，

但求超越自己。患難多、恩典多，恩典多、使命多。所以我周圍去做分享

見證：商場、教會、機構、學校等等。我又去了大陸一個機構，助養了七

個與自己有同樣病歷的小朋友，捐儀器及手術費等等。因聖經教我們施比

受更有福。同時，我會上大陸探訪這些有病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鼓勵他

們不要放棄自己的孩子。 

格言：無懼殘障，堅毅不屈，將勤補拙，迎難而上。自力更生，活得

精彩，無悔今生，安然見主。遇到不公義會發聲，靠著主的恩典喜樂而活。 

回歸聖言三部曲 

詩篇一一九 89 
 

一. 引言： 

1. 回歸聖言的基礎，表達 神的話語是一項神聖的標準，回歸呈現

一個距離，被呼喚回歸的人與這神聖標準有一段距離。 
 

二. 回歸聖言三部曲：  

1. 重設起點 

「你在哪裡？」，知道自己的光景， 

在聖言神聖的標準下，「你在哪裡？」， 

多年來你我輕視上主的聖言，「你在哪裡？」。 

回歸聖言是信徒聽到上主愛的呼喚，重拾已經荒廢的聖言，以

敬虔的態度將聖言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標準。 
 

2. 調較過程 

回歸聖言就如同天路客尋求上主 

聖言在基督徒的天路歷程上有以下的重要性： 

2.1 成長：彼得前書二 2：「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

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2.2 成聖：學習是基督徒成聖的途徑。約翰福音十七 17：「求

祢用真理使他們成聖；祢的道就是真理。」 

2.3 成全：提摩太後書三 16-17：告訴我們，「聖經都是神所

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3. 邁向終點 

提摩太後書四 7-8：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

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

為我存留。保羅在提摩太後書四 8提到打完仗、跑完路途、守

住真道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三. 結語 

親愛的弟兄姊妹，回歸聖言的起點，「你在哪裡？」， 

回歸聖言的過程以上主的話同奔天路， 

回歸聖言的終點，是履行了我們當盡的本份，期待上主為我們存留

公義的冠冕。「你在哪裡？」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