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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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黃昌發牧師 領    詩: 林韋伶姊妹 司事招待: 周陳慕儀姊妹 

主   席: 吳晉熙弟兄 敬 拜 組: 施淵仁弟兄  華利姊妹 

翻   譯: 陳新立執事  歐凱琪姊妹  黃月琴姊妹 

轉   播: 劉卉澄姊妹 司    琴: 陳林湘湘姊妹   

 林芷茵姊妹 插    花: 鄭慧芳姊妹   
※※※※※※※※※※※※※※※※※※※※※※※※※※※※※※※※※※※※※※※※※※※※※※※※※※※※※※※※※※※※※※※※※※※※※※※※※※※※※※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詩篇九十八 4  眾      立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 

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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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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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經文：創世記四 3-8，17-24  主      席 

講    題  它必戀慕你  黃昌發牧師 

回 應 詩 最知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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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招燕玲執事 投影員: 馮迦諾弟兄 事   務: 吳晉軒弟兄 
※※※※※※※※※※※※※※※※※※※※※※※※※※※※※※※※※※※※※※※※※※※※※※※※※※※※※※※※※※※※※※※※※※※※※※※※※※※※※※ 



 敬拜讚美詩歌  

 我要全心讚美（讚美之泉） 

全心感謝  全心讚美  進入祢的院  全心頌讚  獻上為祭  是嘴唇的果子  

在祢裡面  一無罣慮  喜樂滿溢  常常感謝  不住禱告  盼望在於祢  
 
我要全心讚美  跳舞頌揚祢名  在祢殿中一日  勝過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讚美  讚美還要讚美  不停  義人棚裡歡呼聲永不息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讚美之泉）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  每個刑罰為我承受  恩典如海  四面環繞 

失望羞愧時  祢仍擁抱著我 
 
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  祢永不放棄我 

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不論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難逼迫   

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何等長闊  何等高深  天離地多高  祢愛多浩大 

無法測透  永遠無盡頭  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我安然居住（約書亞樂團） 

我來到祢寶座  獻上我的禱告  在這寧靜時刻我聽見祢的聲音  

因為祢的愛  已經找到了我  使我配得走進祢的同在裡  
 
在這安靜時刻  祢聆聽我呼求  享受在祢的榮耀聖潔中  
 
求祢仰起臉  來光照我的心  祢使我心  充滿了快樂  

主啊祢是  我全然信靠  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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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最知心的朋友（瑞蓮國際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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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帶在祢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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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事分享  

1. 歡迎：謹代表本會感謝黃昌發牧師蒞臨證道，歡迎第一次參加本會實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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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安全：由於疫情感染數字不穩定，為保障與會者的安全，按政府規定，

進入宗教場所必須全程配戴口罩、量體溫及掃瞄安心出行，多謝會眾合作。 

3. 喜樂團：於 8月 4日（星期四）上午 10:30副堂舉行，敬請留意。 

4. 生命故事主日：2022 年 8 月 14 日已邀請陳榮願弟兄分享生命故事，主

題：新生、重生、永生…面對生意失敗、妻離子散、鋃鐺入獄、末期

腸癌，如何認識基督，反思己過，領受救恩，獲得重生。歡迎踴躍邀

請親友出席。 

5. 主日學：國語及廣東話主日學崇拜後分別在禮堂及新翼舉行，敬請留意。 

6. 福音性查經：福音查經在兒童房舉行，對象是對信仰有興趣，由馮牧師主

領，內容以輕鬆討論為主，國語進行，歡迎參加。 

7. 禱告事工：教會的祈禱會逢星期日早上九時三十分在新翼舉行，禱告是教

會一切事工的根基和動力。為鼓勵會眾以禱告托住教會各項事工，崇拜程

序表已列出代禱事項，請各團契每次聚後同心為這些事項代禱，同工事前

會以短訊作出提醒。 

8. 港九培靈研經會：第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於 8 月 1-10 日舉行，主題：永

恆的盼望，設早、午及晚堂，有粵語及普通話傳譯，網上直播，不設現場，

詳情請參閱副堂桌擺放之海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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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生日快訊：7月 31日 何家倫牧師、8月 3日 蔡施惠明姊妹 

8月 4日 鄧梁麗湄姊妹、8月 5日 蔡胡傑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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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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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主日證道的黃昌發牧師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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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4 日生命故事分享嘉賓陳榮願弟兄禱告，求主使用他的分享，讓

人看見基督的大能。為將要邀請的新朋友禱告，求主感動更多會眾，把

握機會帶領新朋友參加。 

3. 為參加浸禮班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讓他們清楚明白浸禮的意義，立志

藉浸禮一生跟從主，並加入教會，成為會友。 

4. 為新變種 Omicron Ba.4 和 Ba.5 傳染力極強變種病毒在香港出現禱告，

最新一輪感染數字每日超過四千人次；專家預測未來幾星期將上升至每

日六千禱告。求主賜智慧予相關的部門，儘快處理感染源頭，避免疫情

再次爆發。 

5. 記念全球熱浪禱告，多國錄得歷史高溫 40 度，單單在歐洲已有逾 1,500

人因而死亡，中國逾 9 億人受影響，造成各地山火，打擊農業。聯合國

指熱浪侵襲將會成為常態，如未能減少碳排放，情況只會一直變差。求

主記念正處於水深火熱的朋友，以及因而進一步惡化的糧食危機，全人

類通力合作為環保出力。 

6. 為教會聘牧一事禱告，物色人選接替今年底退休的馮牧師。求主為我們

預備，選召合適的教牧與我們同心事奉。 
※※※※※※※※※※※※※※※※※※※※※※※※※※※※※※※※※※※※※※※※※※※※※※※※※※※※※※※※※※※※※※※※※※※※※※※※※※※※※ 

上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73人,網覽 83次 幼兒主日學：2人 喜樂團契：6人 

主 日 學：-- 主日早禱會：2人 以諾助道會：-- 

國語團契：-- 生命成長團：9人 青少年團契：-- 

福音查經班：6人   
※※※※※※※※※※※※※※※※※※※※※※※※※※※※※※※※※※※※※※※※※※※※※※※※※※※※※※※※※※※※※※※※※※※※※※※※※※※※※ 



尖沙咀國語浸信會 
二零二二年七月份月會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主日） 

時間：中午十二時 

地點：禮堂 

主席：馬素珊姊妹 

書記：張淑嫻姊妹 

出席：30人 

列席：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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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湘湘姊妹，和議：劉卉澄姊妹，21位舉手贊成，議決：

通過接納。 

四、 報告事項： 

五、 討論事項： 

1. 有關 2022年 5-6月財務報告，請通過案（參附件：財務報告）。 

動議接納：吳晉軒弟兄，和議：黃潔英姊妹，23 位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2. 有關 2022年聖誕節籌備小組人選，聯席會議建議以下人選:謝楚英

傳道、鄭慧芳姊妹、張正陽弟兄、李漢明弟兄、周富全弟兄、梁

耀根執事、甘玉娟姊妹。主要負責聖誕佈置、聖誕主日慶祝活動

及年終感恩聚會。請通過案。 

動議接納：張志茹姊妹，和議：馮啟源執事，25 位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3. 有關 2022年 10月份的敬老奉獻，所得的款項，聯席會議建議支持

「開心樹社會服務」機構，請通過案。 

動議接納：黎日隆弟兄，和議：招燕玲姊妹，25 位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4. 有關 2023 年義工名單，聯席會議建議接納，請通過案(參附件一)。 



動議接納：馮迦諾弟兄，和議：周富全弟兄，26 位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5. 由於 2023各部義工的提名人數剛配合所需人數，不需舉行差額選

舉，執事會建議即時以信任票形式接納，請通過案。 

動議接納：馮啟源執事，和議：劉卉澄姊妹，26 位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6. 執事會建議接納 2023年義工名單為 2023年義工，請通過案。 

動議接納：歐凱琪姊妹，和議：吳晉軒弟兄，23 位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7. 有關 2023 年多收六次奉獻時間安排，聯席會議經審議後建議：2

月、6 月及 10 月為維修保養奉獻，4 月為神學教育奉獻，8 月為

差傳奉獻，12月為敬老奉獻，請通過案。 

動議接納：劉卉澄姊妹，和議：張正陽弟兄，24 位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8. 本會主任牧師馮煜強牧師將於今年 10 月年滿 65 歲，按會章附件

規定為退休年齡；因 2022年整年工作已規劃，執事會經商議後建

議將馮煜強牧師的任期延長至今年 12 月 31 日，完成已規劃的工

作，請通過案。 

動議接納：鄒文生弟兄，和議：吳晉軒弟兄，26 位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9. 有關 2023年教會主題及事工重點，聯席會議建議接納，請通過案

(參附件二)。 

動議接納：馮啟源執事，和議：張正陽弟兄，28 位舉手贊成，議

決：通過接納。 

10. 有關本會 2020-2021 年之核數師報告，執事會建議接納，請通過

案（參附件：核數報告）。 

動議接納：黎日隆弟兄，和議：馮迦諾弟兄，24 位舉手贊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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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立執事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1,467.00  什一奉獻    （註一） ： $16,500.00  

生命成長團 ： $23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9,000.00 

差傳奉獻（註五） ： $77.70  神學基金奉獻（註三） ： $77.70 

鮮花奉獻（註六） ： $1,000.00  維修保養奉獻（註四） ： $4,000.00 

    共收入 ： $32,352.40  
※※※※※※※※※※※※※※※※※※※※※※※※※※※※※※※※※※※※※※※※※※※※※※※※※※※※※※※※※※※※※※※※※※※※※※※※※※※※※※ 

什一奉獻：（註一）       

M199 $6,000  M028 $2,000  M003 $8,500 

感恩奉獻：（註二）       

M032 $1,000  M053 $1,000  M013 $500 

M046一家 $100  WX $300  會眾 $1,000 

吳春蘭家人 $5,000  M041 $100    

神學基金奉獻：（註三）  Ming Sir $77.7    

維修保養奉獻：（註四）  FM49 $4,000    

差傳奉獻：（註五）  Ming Sir $77.7    

鮮花奉獻：（註六）  DLDC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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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7日 主餐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當值執事: 陳新立執事 襄    禮: 陳新立執事 

主   席: 馮啟源執事 領    詩: 吳晉熙弟兄  梁耀根執事 

翻   譯: 李婉明姊妹 敬 拜 組: 吳晉軒弟兄 司事招待: 林招燕玲執事 

轉   播: 于喆弟兄  劉卉澄姊妹  陳林湘湘姊妹 

事   務: 郭浩然弟兄 司    琴: 馮迦諾弟兄  鄧梁麗湄姊妹 

投 影 員: 馮馬素珊姊妹 主餐預備: 黃月琴姊妹 插    花: 蘭志峰弟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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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6299 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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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