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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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四月十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邱應寶弟兄 主   席: 陳新立執事 選   詩: 馮啟源執事 

回   應: 謝楚英姑娘 翻   譯: 陳新立執事   
※※※※※※※※※※※※※※※※※※※※※※※※※※※※※※※※※※※※※※※※※※※※※※※※※※※※※※※※※※※※※※※※※※※※※※※※※※※※※※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啟示錄四 11  眾      立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祢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因為祢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祢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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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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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經文：使徒行傳九 3-19節上  主      席 

講    題  見死得救﹗ 邱應寶弟兄 

回    應  全因為祢  謝楚英姑娘 

回 應 詩  全因為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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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耀根執事 投影員: 馮啟源執事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 



 敬拜讚美詩歌  

YouTube播放：耶穌的名（讚美之泉） 

耶穌  神的愛子  耶穌  榮耀君王  

能力  權柄  智慧  公義  遠超過全世界  
 

耶穌的名  超乎萬名  榮耀尊貴  都歸於祢  

萬膝要跪拜  萬口要承認  耶穌我敬拜祢到永遠 
 

耶穌  神的愛子  耶穌  榮耀君王  

萬有俯  伏在  祢腳前  世間的救贖主  
 

疾病不能 死亡不能 勝過耶穌的名 世上沒有 任何困難 勝過耶穌的名  

醫治能力 救贖恩典 都因耶穌的名 營壘攻破 爭戰得勝 都因耶穌的名 

YouTube播放：最知心的朋友（我心旋律） 

主祢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祢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著祢  渴望見到祢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   

祢的手總是在攙拉著我  把我帶在你身邊  

告訴我當走的路  沒有滑向死亡線   

祢愛何等的長闊深高  我心發出驚嘆   

有了主還要什麼？我心與主心相連 

我已起誓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 

回應詩 YouTube播放：全因為祢（影音使團） 

常言道：人生像演戲  回看這生精彩：因有祢  人在世永恆何在  

或如流星閃耀掠過  是祢令我人生找到靠依  
 

死蔭幽谷中  祢伴我過渡  歡欣裡  風光裡祢共我同在  

當身處孤單傷痛  來擁我入懷  祢是我神  是我奇妙救恩  
 

全因為祢  令我一生都佳美  祢令我生命從空虛  化做傳奇  

無論我壯如紅日  或如黃昏般漸漸老  是祢令我如鷹般高飛  

全因為祢  令我一生都佳美  祢令我生命從空虛  化做傳奇  

唯獨祢是我拯救  我總不至死  直到永遠  從心底讚美 
※※※※※※※※※※※※※※※※※※※※※※※※※※※※※※※※※※※※※※※※※※※※※※※※※※※※※※※※※※※※※※※※※※※※※※※※※※※※※ 



 講道筆記  

回應經文：使徒行傳九 3-19節上 
講題：見死得救﹗回應：全因為祢 

講員：邱應寶弟兄  回應：謝楚英姑娘 
講道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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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1. 歡迎：謹代表本會感謝邱應寶弟兄蒞臨分享生命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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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課程：本主日崇拜後，廣東話新約導論及國語主日學繼續崇拜

後以網上 Zoom形式進行。 

3. 受苦節及復活節崇拜：受苦節十架七言崇拜於 4月 15日(星期五)，早上

十一時舉行，默想思念主犧牲的愛。復活節崇拜於 4月 17日，慶祝基督

的復活，以上兩個聚會網上轉播形式。 

4. 實體崇拜開放及 48 週年堂慶：教會現正準備政府於 4 月 21 日起將逐

步放寬限聚令，有機會回復實體崇拜。按法例要求，會眾必須掃安心

出行及已注射疫苗(有醫生豁免證明除外)，才能進入教會，敬請會眾

體諒。原定 4月 17日的 48週年堂慶，將延至 5月 1日第一主日。本週

仍是網上轉播，如非事奉及工作人員，請收看崇拜轉播。 

5. 神學教育奉獻：4 月 24 日主日崇拜時收神學教育奉獻，請會眾預備。

本會現時支持路美莉姊妹於香港浸信會神學修讀道學碩士三年級，預

算六月份畢業，求主為她預備合適的工場。 

6. 周三晚祈禱會：星期三晚上 8-9時以 ZOOM舉行祈禱會，為這城求平安。

呼籲兄姊預留時間參加，一同守望。 

7. 奉獻收據：會眾如需2021年4月至2022年 3月底的奉獻收據作報稅用，

請向幹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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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 薜又峻弟兄、4月 13日 劉典弟兄 

4月 14日 齊黃輝常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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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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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主日蒞臨分享生命故事邱應寶弟兄及謝楚英姑娘回應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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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的受苦節十架七言崇拜及 4 月 17 日復活節崇拜禱告，讓

我們存一個感恩的心，恩念主十架受死的宏恩，慶祝基督的復活。保

守當日仍以網上轉播，求主讓會眾在網上仍可以同心記念主。 

3. 為疫情回落感恩，政府視乎疫情情況，預計 4 月 21 日逐步放寬限聚

令，宗教場地包括在內，實體崇拜有望恢復，求主引領。為教會現階

段作出準備，清晰了解場地開放後，如何落實執行政府要求細節禱告。 

4. 為鄒文生弟兄的父親鄒月慶先生已轉往浸會醫院留醫禱告，他已能自

行進食，求主幫助他早日康復。為何蘭姊妹及傳媽媽健康有所改善感

恩，二人已出院回家居住，求主看顧。 

5. 為烏克蘭持續的戰亂禱告，大量難民逃離家園，各宣教機構已徹離。

為當地的牧者、教會和基督徒禱告，求主止息戰亂，兩國坐下來好好

協商，尋求解決方案。 

6. 為教會聘牧委員會禱告，物色主任牧師或主任傳道接替今年底退休的

馮牧師。過去一段時間分別接見及安排不同申請人講道，經評估未有

合適的人選，需重新招聘。現時香港缺乏教牧同工，求主為我們預備，

選召合適的教牧與我們同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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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網覽 190次 幼兒主日學：網上 5人 喜樂團契：-- 

主日學：1人，網上 44人 主日早禱會： 國語團契：-- 

生命成長團：-- 以諾助道會：-- 青少年團契：-- 

周三晚祈禱會：網上 8人 精神健康急救課程：網上 17人 
※※※※※※※※※※※※※※※※※※※※※※※※※※※※※※※※※※※※※※※※※※※※※※※※※※※※※※※※※※※※※※※※※※※※※※※※※※※※※ 



尖沙咀國語浸信會 

二零二二年三月份月會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主日） 
時間：中午十二時 
地點：網上ZOOM視像 
主席：李漢明弟兄 
書記：華利姊妹 

出席人數：網上 ZOOM 29人 
列席人數：1人 
  
一、 開會祈禱：主席 
二、 書記宣讀上次會議記錄 
三、 通過接納會議記錄 

動議接納：馬素珊姊妹，和議：林湘湘姊妹，27位網上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四、報告事項： 
五、討論事項： 

1. 有關 2022年 1-2月財務報告，請通過案。 

動議接納：黃潔英姊妹，和議：李曉楓姊妹，27位網上舉手贊

成，議決：通過接納。 

2. 有關本會處理教會物業變動指引，參考文件(附件一)，請通過案。 

動議接納：馮啟源執事，和議：黎日隆弟兄，28位網上舉手贊

成，議決：通過接納。 

3. 就尖沙咀國語浸信會有關疫情應變措施指引第三項黑色戒備:(疫

埠/高危級別)中第 4點的條文:「若有本會聚會參加者或同工被定

為確診病例，本會即時暫停聚會及活動至少兩周，並立即進行全

面消毒(包括場地、器具及空調系統等)，同時會參照衛生署或衛

生防護中心之指引作出特別臨時安排;」，由於政府沒有硬性規

定有感染個案的宗教場所必須停止聚會，有關的條文建議修改為：

「若有本會聚會參加者或同工被定為確診病例，本會按政府指示

及實際情況作出應變措施；」，請通過案。 

動議接納：鄒文生弟兄，和議：周富全弟兄，28位網上舉手贊

成，議決：通過接納。 

六、臨時動議：沒有 

七、書記宣讀是次會議記錄 
八、散會祈禱：馮煜強牧師 



附件一 

 

尖沙咀國語浸信會 

處理教會物業變動指引 
 

一.引言 

感謝 神的恩典，本會昔日的會眾，因著對 神、教會的愛，多年前購

置本會現時堂址物業，讓我們可以享受前人的付出，在一個舒適的禮

拜堂聚會敬拜 神。教會的物業為珍貴的資產，本會有責任成為 神忠

心的好管家，好好管理 神賜予的物業。隨著時代的變化，會友的流動

轉換，本指引的目的是秉承前人愛護教會的榜樣，妥善管理 神賜下的

物業同時，按本會事工的發展，靈活運用本會物業。 

 

二.物業管理 

1. 按本會會章的宗旨，教會為非牟利宗教團體，不應參與任何商業，

投機活動。在此宗旨下，本會物業原則上只作為宗教用途，或傳揚

福音工作。因此本會物業不可改變用途，變成牟利商業機構。 

 

2. 按本會架構，有關物業管理責任，是由執事會聯同產業部(成員大

部份由執事組成)共同監管及執行。 

 

3. 執事會為公司法合法的管理架構，如本會物業有任何變動，執事會

為合法簽署文件的代表。 

 

4. 按本會事工手冊產業部的宗旨：負責登記並保管教會所有動產及不

動產並執行會友大會商討有關教會房產之購置，租售及修葺等之議

決案。產業部為執行角色，執行執事會經由會友大會決策方案。 

 

三.變動本會物業的原則 

1. 考慮是否變動本會物業之先，勿忘本會的宗旨，及前人的努力付出，

一切以聖工為優先，不可改變本會物業的用途。 



2. 原則上不贊成變賣本會物業，為要套取物業金錢價值。 

 

3. 變動的原因基於聖工的發展，如：人數增加，需要擴堂；或因為有

更理想地區發展聖工；或因為事工需要，變賣為了設立堂會等。 

 

4. 考慮是否變動本會物業之先，量力而為，切勿進行超出本會能力範

圍以外，或將經濟重擔轉嫁會眾承擔。 

 

5. 在特殊緊急情況下，如因經濟極度困難，或開設購買分堂需要額外

款項，本會可考慮將物業進行按揭。 

 

6. 若變動本會產業權有如上述第 5 節的原因，須承諾按揭所得的金錢

或新購置的物業只供教會用途。 

 

7. 日後如因需要變賣產業，所得的款項必須購買另一物業作教會用途，

購買新物業款項高於賣出價的物業。教會清盤及解散除外。 

 

8. 以上各種原則，一切以本會設立的宗旨及會章，和推動聖工為大前

提。 

 

9. 任何變動物業過程，不容許任何一個會友從中獲取個人金錢利益。 

 

四.變動本會物業的步驟 

1. 由於變動物業為重大事項，任何人有以上想法，先慎重禱告尋找 神

的心意，決不可輕率行事。 

 

2. 如變動物業由執事會提出，先經禱告，確定該想法符合本會聖工發

展，執事會將召開特別會友大會，清楚向會友交待變動物業具體的

原因、選項、涉及的費用、及未來事工發展詳細方案等。讓會友有

足夠時間了解、消化、參與、及提出其它可能性。根據會章第 25條

(3)，此議案屬特別議案，須經會友大會中獲出席會友百分之七十



五票數通過方為有效，方可進行下一步。 

 

3. 如變動物業由會友提出，先經禱告，確定該想法符合本會聖工發展，

並得到最少二十位會友聯名，將提議提交執事會審議。執事會將會

詳細審議有關提議，按需要邀請提議的會友作詳細報告，如該提議

方案可行，將召開特別會友大會，清楚向會友交待變動物業具體的

原因、選項、涉及的費用、及未來事工發展詳細方案等。讓會友有

足夠時間了解、消化、參與、及提出其它可能性。根據會章第 25條

(3)，此議案屬特別議案，須經會友大會中獲出席會友百分之七十

五票數通過方為有效，方可進行下一步。 

 

4. 為免產生混亂，及造成會友間誤會，本會不接受在會友大會臨時提

出變動物業的臨時動議。 

 

5. 如有需要，執事會將邀請法律界人士提供專業意見，以免抵觸本會

會章。 

 

6. 如變動物業商討的過程產生許多分歧，基於在基督裡的合一，執事

會有責任暫停進程，讓全體會眾安靜等候，尋求 神的心意。深信若

是變動物業出於 神的心意，只有合一而非分裂。 

 

註：以上指引本會將按需要，隨時作出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100.00  什一奉獻    （註一） ： $36,910.00  

    鮮花奉獻    （註二） ： $500.00 

    共收入 ： $37,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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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一奉獻：（註一）       

M034 $1,600  M199 $15,500  M008 $16,000 

M028 $2,000  M044 $1,810    

        

感恩奉獻：（註二）       

M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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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當值執事: 馮啟源執事 投 影 員: 馮啟源執事 

主   席: 陳新立執事 選    詩: 周陳慕儀姊妹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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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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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