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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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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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新春崇拜 
主曆：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四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何家倫牧師 主   席: 陳新立執事 選   歌: 吳晉熙弟兄 

翻   譯: 陳林湘湘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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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樂  琴聲一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詩篇65篇11節  眾      立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祈    禱 ~~~~~~~~~~~~~~~~~~~~~~~~~~~~~~~~~~~~~~~ 眾      立 

敬拜讚美 ~~~~~~~~~~~~~~~~~~~~~~~~~~~~~~~~~~~~~~~ 眾      坐 

讀    經  經文：哥林多前書13章4-13節; 

腓立比書2章1-8節  

主      席 

講    道  講題：追求愛  何家倫牧師 

回 應 詩  何等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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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新立執事 投影員： 馮啟源執事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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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詩歌 

叫我抬起頭的神（讚美之泉音樂事工）(YouTube播放) 

[Verse] 耶和華是我的主 必不致動搖  

有耶和華的幫助 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華作我旌旗 必全然得勝  
 
[Chorus] 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我們必歡呼 祢是我的磐石我的幫助 

尊貴全能神（讚美之泉音樂事工）(YouTube播放) 

[Verse] 全能真神祢掌權 祢的慈愛永遠長存 萬民都來尊崇祢聖名  

世上萬有屬於祢 祢的慈愛永遠長存 榮耀的名直存到永遠  
 
[Chorus] 哈利路亞 尊貴全能神  

天地萬有 都會滅沒 唯有祢永遠不改變  

哈利路亞 聖潔全能神 無一人能與祢相比 所有榮耀都歸於祢  

我的救贖 我的幫助 哈利路亞 X3 
 
[Bridge] 宣告祢國度降臨 祢旨意成全這地  

興起祢所選子民 高舉祢榮耀的名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讚美之泉音樂事工）(YouTube播放) 

[Verse] 聖靈啊 求祢來 我軟弱 祢明白  

我無言 祢嘆息 親自為我代求  

祢鑒察我的心 使我走在屬神旨意  

祢醫治我的靈 使我生命再次絢麗  
 
[Chorus] 啊啊 我心不住讚美 啊啊 我靈不住稱謝  

一宿雖有哭泣 早晨必歡呼 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啊啊 我心不住讚美 啊啊 我靈不住稱謝  

一宿雖有哭泣 早晨必歡呼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回應詩 YouTube播放：何等慈愛(浸信會出版社（國際）) 

請看，天父賜給我們偉大慈愛何等豐盛。 

請看，天父賜給我們偉大慈愛何等豐盛。 

使我們得稱為神兒女；使我們得稱為神兒女； 

使我們得稱為神兒女；使我們得稱為神兒女。 



 恩典夠用                李漢明弟兄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十二

9)很多教會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最喜歡這段聖經，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感受。 

 

1988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觸死亡。當年弟弟剛滿十八歲，考完第一科

會考數學科，卻突然確診得到癌症，經歷了四個月之後，便結束他短暫的

一生。雖然事隔三十三年，依然沒法忘記最後那一晚病房的情景……面對

生離死別！ 

 

那時我剛進大學修讀最喜歡的科目，心情就是從最高點驟然跌下來，半年

沒怎麼上課。當時我還未信主，但身邊有一位非常關心我的基督徒同學，

她和她的教會傳道人，一直幾乎每次都陪伴我探望弟弟，默默代禱。當時，

我非常傷心難過，神就是用祂奇妙的方法，讓我這個未信的人，心裡有平

安。後來我發覺，神安排的時間是很奇妙的，弟弟九月離我之後，接著就

是新學期開課，我便對自己說：要好好讀書，不要令父母擔心我，希望能

沖淡他們的憂傷。 

 

1994年，我已經踏足社會，找到一份喜歡的工作，並且結識了太太林玉清，

她帶領我信主來到尖國浸教會，這一年我們計劃年底結婚。但就好像六年

前一樣，我又從最高點驟然倒下來，媽媽得了癌症！這一次我更心痛，因

為媽媽勞碌半生，未及享受甚麼，便被惡疾折磨，最後在婚禮前的兩個月，

媽媽離開了，我們的婚期也延後了一年。 

 

當中有兩件深刻的事情：第一是林玉清默默的相伴，她是神安排的天使，

時刻支持我，讓倒下來的我不致重傷。另一件事，是當時的提摩太團的幾

位年青人來我家探訪慰問媽媽，那溫暖的情景，一直印在心頭，我確信這

是神的愛，感謝主。 

 

2010年，過了十六年了，感恩神充足的供應和保守，媽媽和弟弟離開後，

我們家人更加團結，每星期都回家和爸爸吃飯，有時一家人到外地遊玩，

生活簡單喜樂。但年邁的爸爸這一年中風，我們都來不及反應，很短的時

間，爸爸離開了。失去親人的哀痛又再臨到心上。然而，神一直沒有離棄

我，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給我更大的安慰，給我更多更多的守護天使，教會



牧者，弟兄姊妹的關心和祈禱，讓第三次倒下來的我，沒有很大的傷痕。 

 

2021年 1月 31日的主日崇拜有一首詩歌「想起祢」，當中的分享很好，它

說：「主所賜的平安，不單單是順境的平安，更是讓人在逆境中，苦難中，

心裡仍有平安」。感謝主，祢讓我經歷三次苦難裡的平安，我確信：「神的

恩典夠我用」。 
                                                       

講道筆記 

講題：追求愛 

經文：哥林多前13章4-13節；腓立比書2章1-8節           何家倫牧師 

 
         

 
         

 
         
 

回應： 

講道內容中那些重點令你有深刻印象，或 神向你說話？ 
 
         

 
         

 
         
 

講道內容中你認為有甚麼功課需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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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主日崇拜講員何家倫牧師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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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1 日的生命故事福音主日講員陳影音姑娘禱告，她將於當天

分享她的生命故事，述說上帝如何從毒品圈子將她拯救，現在以過來

人身份協助其他戒毒康復者。為將要邀請收看的親友禱告，求主的愛

吸引他們，被基督的愛觸動。 

4. 為年近新春，會眾多與家人團聚、親友飯局禱告，求主保守會眾與家

人相聚的期間安全，大家注意各項安全措施。為已回國與家人團聚的

會眾禱告，賜下平安與家人享受團聚之樂及平安回港。 

5. 為全港教會在第四波疫情期間已停止聚會兩個多月，及各長者社福機

構提供有限度的服務禱告，由於受疫情限制，缺乏正常社交生活，及

擔心受感染，至今收到許多獨居長者身心靈出現嚴重退化的情況，得

不到適當的支援，求主憐憫。 

6. 為最新一期受疫情影響公佈的失業率(2020 年 10 至 12 月)直逼 7%禱

告，創近年的新高。估計農曆新年後有更多食肆結業，數字進一步上

升，求主憐憫，許多基層家庭手停口停，讓香港儘快回復。 

7. 為緬甸的局勢進一步惡化禱告，已有外國宣教士及基督教團體準備按

情況隨時暫時撤離，此舉必然影響當地的服侍。求主賜下平安，保守

一眾宣教士及家人的安全。 

 

 



家事分享 

1. 歡迎：謹代表本會多謝何家倫牧師親臨證道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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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參加本會實體崇拜。 

2. 新春崇拜：本主日為農曆年初三，謹代表本會祝賀大家新年蒙福，合家平安。 

3. 主日學：由於春節期間，廣東話及國語主日學暫停一次。 

4. 二月份福音主日：2月 21日(第三主日)為生命故事福音主日，分享嘉賓陳影

音姑娘。她曾多年沉迷在毒品圈子，喪失自己，人的盡頭，神從毒品圈子將

她拯救，現在以過來人身份協助其他戒毒康復者。請轉介及邀請朋友當日一

同收看，被基督的愛觸動。 

5. 成聖追經：馬太福音將於 2月 20日完成，2月 21日起開始研讀舊約出埃及

記。有關出埃及記的導讀已上載本會教會網頁，求主用祂的愛吸引我們，立

志研讀祂的聖言。 

6. 崇拜轉播視頻下架：本會每星期日崇拜臉書轉播的視頻，考慮網絡安全及保

障事奉人員的私隱，每次崇拜後將會在四十八小時內移除，會眾如需重溫，

請把握時間。 

7. 教會奉獻：教會已開設「轉數快(FPS)」服務，弟兄姊妹請輸入教會電郵地

址：tstmbc.mail@gmail.com，或直接在手機銀行 APP掃描

QR Code奉獻，轉帳時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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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im Sha Tsui Mandarin Baptist Church），然後請將收

據拍照傳給教會核實。 

8. 生日快訊：2月 18日 鄭慧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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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網覽 194次 主日早禱會：-- 成人主日學：網上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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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以諾助道會：網上 9人 青少年小組：網上 7人 

兒童主日學：  高小組：-- 初小組：-- 幼兒組：-- 
※※※※※※※※※※※※※※※※※※※※※※※※※※※※※※※※※※※※※※※※※※※※※※※※※※※※※※※※※※※※※※※※※※※※※※※※※※※※ 

mailto:tstmbc.mail@gmail.com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290.00  什一奉獻   （註一） ： $25,70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11,800.00 

    差傳奉獻   （註三） ： $3,000.00 

    共收入 ： $40,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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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一奉獻：  （註一）       

M017 $4,300  M028 $4,000  會眾1 $2,000 

H2 $10,000  M043 $4,000  M036 $1,000 

M047 $400       

感恩奉獻：  （註二）       

會眾2 $500  會眾3 $200  會眾1 $600 

會眾4 $1,500  會眾5 $2,000  會眾6 $1,000 

M012 $3,000  會眾7 $2,000  M032 $1,000 

差傳奉獻：  （註三）       

會眾1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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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陳影音姑娘 當值執事: 馮啟源執事 事  務： 陳新立執事 

主 席： 陳林湘湘姊妹 投 影 員: 梁耀根執事 選  歌： 馮馬素珊姊妹 

翻 譯： 張志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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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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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stmb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