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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植根聖言、天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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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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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主曆：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三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顏汝芷姊妹 主   席: 陳新立執事 翻   譯: 陳新立執事 

回   應: 謝楚英姑娘 選   詩: 吳晉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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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羅馬書十一 36 眾      立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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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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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經文：馬可福音一 23-27  主      席 

講    題 在靈界，誰能搭救我？ 顏汝芷姊妹 

回    應 唯獨耶穌 謝楚英姑娘 

回 應 詩 唯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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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馮煜強牧師 

牧    禱 ~~~~~~~~~~~~~~~~~~~~~~~~~~~~~~~~~~~~~~~ 馮煜強牧師 

默    禱  默禱後彼此問安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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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值執事: 馮啟源執事 投影員: 馮啟源執事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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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詩歌 

YouTube播放：當我抬頭仰望(火把音樂) 

人算什麼  祢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  祢竟眷顧他  

祢賜下  榮耀尊貴作為他冠冕  使地上萬物  都俯伏在他面前  

 

我算什麼  祢竟顧念我  我沒做什麼  祢卻垂憐我  

當我未  出生以前  祢已  先愛我  為了我  打造專屬的人生路  

 

當我抬頭仰望祢手造的天  深知祢多麼愛我遠超過一切  

患難困苦  死蔭幽谷  也無法  將我  與祢的愛隔絕  

當我放下自己垂靠祢懷裡  我的靈  雀躍歡欣不停讚美祢  

耶穌基督  我的救主  祢的寶血  贖回了我的生命  耶穌  

 

不再悲傷  不再徬徨  祢的愛  擁抱我  遮蓋了一切  

我深知道  世上所有  都無法  將我與  祢的愛隔絕 

YouTube播放：傾倒(讚美之泉) 

打破這香膏在祢腳前  破碎我自己與祢面對面  

我每口呼吸  我心渴望體貼祢靈  我生命只為祢  

 

傾倒我所有  願祢旨意成就  生命每分每秒毫無保留  

能傾倒我所有  是我今生所求  從今以後永不回頭  

 

我的過去  我的未來  全然傾倒在祢腳前  我的過去 

我的未來  全然傾倒給祢 
※※※※※※※※※※※※※※※※※※※※※※※※※※※※※※※※※※※※※※※※※※※※※※※※※※※※※※※※※※※※※※※※※※※※※※※※※※※※※※ 

回應詩 YouTube播放：唯有耶穌(讚美之泉) 

耶穌祢能  使瞎眼看見  耶穌祢能  醫治傷心人  

耶穌祢有  權柄釋放  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無人與祢相比 
※※※※※※※※※※※※※※※※※※※※※※※※※※※※※※※※※※※※※※※※※※※※※※※※※※※※※※※※※※※※※※※※※※※※※※※※※※※※※※ 



 家事分享  

1. 歡迎：謹代表本會感謝顏汝芷姊妹蒞臨分享生命故事，歡迎第一次參

加本會網上崇拜的朋友，願主賜福給您，誠邀您再次參加本會崇拜。 

2. 暫停實體崇拜：鑑於新一輪疫情嚴峻，政府通知各宗教團體停止實體

宗教聚會，本主日崇拜只提供轉播，直至另行通知。如非事奉及工作

人員，請收看崇拜轉播。 

3. 主日學：主日學以網上 Zoom形式進行，敬請留意。 

4. 維修保養奉獻：教會身處的大廈，未來將會有多項大型工程，支出龐大，

2月 27日主日崇拜時多收一次維修保養奉獻，請會眾事前預備。 

5. 同工上班安排：由於新一輪疫情嚴重，由 2 月 8 日起，教會每日只留

守一位同工當值，其餘同工在家中工作，減低風險。會眾如需任何協

助，請致電教會或同工的手機，敬請留意。 

6. 浸聯會培靈會：由香港浸信會聯會舉辦第 41 屆培靈會，於 2 月 23 日

(三)至 2 月 25 日(五)，晚上八時於尖沙嘴浸信會舉行。大會主題：

「福音-門徒唯一依靠，唯一當行之道」，講員：鑽石山浸信會主任鍾

志廣牧師。網上直播連結 https://youtu.be/AV1E81r3uuI。 

7. 鮮花奉獻：2022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佈告板，每次認獻金額$25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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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生日快訊：2月 13日 蕭師佐弟兄、2月 18日 鄭慧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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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AV1E81r3uuI
mailto:tstmbc.mail@gmail.com


本年金句  

耶和華啊，祢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詩篇一一九89)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

的人同得基業。(使徒行傳廿32) 
※※※※※※※※※※※※※※※※※※※※※※※※※※※※※※※※※※※※※※※※※※※※※※※※※※※※※※※※※※※※※※※※※※※※※※※※※※※※※※ 

代禱事項：為教會禱告 

1. 為本主日生命故事分享的顏汝芷姊妹及短講回應的謝姑娘祈禱，求主賜

下話語。為各事奉人員祈禱，讓我們聲合為一，將最好的獻呈給上主。 

2. 為新冠病毒變異病毒 Omicron 已經在香港擴散，感染數字急升，出現

第五波疫情禱告。為香港多區出現感染個案，已有社區擴散的跡象禱

告。特別政府已警告農曆新年後感染數字進一步上升，求主憐憫看顧，

讓政府有關的部門能儘快妥善處理。 

3. 為 2月 8日起教會同工因應疫情，暫時實行輪班當值，減低風險禱告。

求主保守在各樣限制下，同工們有效處理教會各項事工。 

4. 為李曉楓姊妹於 2 月 23-25 日，協助香港浸信會聯會培靈會即場國語

翻譯禱告，求主賜下敏銳的耳朵，及臨場即時反應，將講員的信息翻

譯得清楚。 

5. 為在緬甸的教會及當地事工禱告，近期政治變動，加上疫情，造成許

多事工被逼結束。為緬北聖光學校的學生禱告，他們不單無法上學，

更容易受環境及金錢引誘，求主保守這群學生走在正路。 

6. 為教會已啟動聘牧委員會禱告，物色主任牧師或主任傳道接替今年底

退休的馮牧師。現階段有一位申請人，彼此尋求上帝的心意，求主賜

下智慧，確認上主為我們預備的僕人與我們同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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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13人,網覽 145次 幼兒主日學：網上 7人 喜樂團契：-- 

成人主日學：2人,Zoom 23人 主日早禱會：3人 國語團契：-- 

生命成長團契：-- 以諾助道會：戶外 14人 青少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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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分享  

疫情下的祝福 

林韋伶姊妹 

 

轉眼間距離去緬甸北部短宣的時間已經過三年了，感謝神，短宣期

間所帶給我的感動一直存在我的心中。 

 

回來的這幾年，神也讓我每個月固定可以和一起短宣的戰友們有禱

告會。為著在那裡為神努力擺上的弟兄姊妹們，為著那群孤兒院裡的孩

子，也為著聖光學校裡的孩子、老師們獻上禱告。每當想到他們在國家

政變以及疫情底下，每天要面對的是戰爭，醫療貧乏，資源缺乏等的生

活，心就會揪起來，禱告中懇求神的憐憫，求神親自的幫助他們，與他

們同在。 

 

因為COVID-19疫情的原因，出門變得不像從前那麼容易，再加上緬

甸的政治局勢，使得再次回去短宣暫時成為不太可能的任務。 

 

而在這種光景下，緬北許多緬文學校也都關閉，聖光學校也不例外。

在一次校長的分享，他擔心這群中學的孩子不上學後，可能會跑去打工，

而在雲南邊境的一些地方，除了有許多毒品，色情的誘惑，近期更有許

多詐騙集團，用金錢吸引年輕人加入。 

 

於是我們就開始想，學校不能開，老師們也都紛紛地離開，去找別

的工作。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辦一些網路課程，讓這些孩子們可以在家

繼續學習。 

 

網路課程耶，在緬甸的北部！在這個落後貧乏的地方！真的有可能

嗎？當然有可能！我們所信靠的那位神，是施行神蹟奇事，使不可能變

為可能的偉大創造主。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因為大部分的孩子家境貧窮，沒有通訊設備，更不用說網路了。所



以基金會除了幫助這些孩子們供應軟硬體的需要，也開始募集義工老師。

就這樣我們從 2021 年的九月開始，給孩子們開了中一、二、三班，聖

經，國文，數學，英文的課程。 

 

感謝神在這個事工中，讓我參與了英文的教學，起初開始上課的時

候，我真的是滿懷熱情，爆滿的愛，課前認真的找教材，備課，上課時

也忍不住的不斷分享給孩子們。希望他們可以多一點喜歡上英文。 

 

但孩子總之是孩子，調皮的調皮，害羞的害羞，不做作業的怎麼樣

就是不做作業，考試不及格的一大堆。哈哈，終究我還是開始會有失望

氣餒的情緒。 

 

在一次老師們相聚分享代禱的會議中，有一位傳道和我們分享了

「四個度」，寬度、力度、溫度、深度。而其中的深度更是提醒我們終

極的目標是要清晰地把神祂自己帶給孩子們。 

 

我深深的被提醒，原來上帝給我英文老師的職份，不僅僅只是要提

升孩子們對英文的學習，而更重要的是我怎麼樣在這每一星期兩天的課

程當中，把上帝的愛帶給他們。人的愛真的非常有限，但上帝的愛永不

止息。 

 

於是我開始每個星期為他們禱告，除了學業的學習以外，更重要的

是他們能夠明白上帝的愛。感謝神幫助我，當孩子調皮不認真的時候，

我也更能夠以神的愛來包容，來回應。求神繼續使用我這小小的器皿。 

 

沒有任何事，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在疫情，政變中，緬甸短宣

的門關了，但神開啟了與緬北聖光學校孩子們的這一扇窗。親愛的弟兄

姊妹們，讓我們一起期待神在我們生命中的神蹟奇事吧！Are you ready?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349.00  什一奉獻     （註一） ： $53,435.00  

    感恩奉獻     （註二） ： $500.00  

    共收入 ： $54,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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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一奉獻：        （註一）       

M053 $2,000  M005 $12,125  H2 $10,000 

M034 $2,600  FM49 $8,700  M001 $6,300 

M028 $2,000  M044 $1,810  C & S $7,900 

        

感恩奉獻：        （註二）       

RC91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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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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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20日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張樹強牧師 當值執事: 馮啟源執事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主   席: 陳新立執事 選    詩: 蘭志峰弟兄 投 影 員: 馮啟源執事 

翻   譯: 陳新立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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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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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傳道：吳偉強傳道 電話：6114 5242 電郵：chrisng01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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