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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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謝楚英姑娘 領    詩: 馮啟源執事 司事招待: 張建樹弟兄 

主   席： 施淵仁弟兄 敬 拜 組: 梁耀根執事  張王慧珍姊妹 

翻   譯： 華利姊妹  歐凱琪姊妹  林王慧音姊妹 

轉   播： 李世錫弟兄 司    琴: 馮迦諾弟兄 插    花: 鄭慧芳姊妹  

 陳林湘湘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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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詩篇四十七 1-2  眾      立 

「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 神呼喊！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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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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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列王記上十八 16-21  主      席 

講    題  走出疑雲  謝楚英姑娘 

回 應 詩 雲上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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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禱  默禱後彼此問安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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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值執事: 陳新立執事 投 影 員: 鄒文生弟兄 事   務: 于喆弟兄 
※※※※※※※※※※※※※※※※※※※※※※※※※※※※※※※※※※※※※※※※※※※※※※※※※※※※※※※※※※※※※※※※※※※※※※※※※※※※※※ 



 敬拜讚美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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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悔改（讚美之泉） 

主祢已救贖我們  招聚我們  為祢爭戰   

主我們同心尋求  祢的國度  祢的公義  

求祢赦免我們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  我們要順服祢旨意  

主我們真實的悔改  回轉到祢面前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  潔淨我們的心  

主再次賜下祢恩典  再次賜下憐憫   

求祢塑造我們生命  為祢而活一生討祢喜悅 

我們呼求（讚美之泉）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  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  定意單單跟隨祢  

主我們是屬祢的子民  求賜下父神的心  

我們要回轉向祢父神  也要看見復興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  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  定意單單跟隨祢  

主我們國家是屬於祢  求祢來掌管全地  

願祢來憐憫醫治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我們呼求祢阿爸父  設立祢寶座在這地  

祢必睜眼看側耳垂聽  奉主名的呼求  

萬民都要來敬拜祢  榮耀高舉祢的聖名   

復興這地  全能的君王  我們歡迎祢  



回應詩： 雲上太陽（讚美之泉） 

無論是住在  美麗的高山  或是躺臥在  陰暗的幽谷  

當你抬起頭  你將會發現  主已為你我而預備  

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雖然小雨灑在臉上  

雲上太陽  它總不改變  哈  它不改變 
※※※※※※※※※※※※※※※※※※※※※※※※※※※※※※※※※※※※※※※※※※※※※※※※※※※※※※※※※※※※※※※※※※※※※※※※※※※※※ 

 

 講道筆記  

講題：走出疑雲 

經文：列王記上十八16-21 

講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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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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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戲棚下 

 

藍星 
 

雅琳在分行一待就是十二年，日前調到了總行，同事們都欣羡不

已:「她真幸運！不知背後的靠山是一誰?」 

 

他們哪知道，雅琳正在打給她的「靠山」，希望再調回分行:

「表哥，求求你了！單位裡都是留洋或碩士畢業的，我的學歷和能力

沒他們好。好焦慮啊！還是放我回去吧！」表哥打斷雅琳的話：「胡

說！妳處理事務的能力非常卓越。不准逃走，總行需要妳。」 

 

雅琳垂頭喪氣，從前她凡事駕輕就熟，多少客戶幫忙做業績。現

在卻從頭學習新的業務，找表哥訴苦，他只說慢慢都會好起來。 

 

在新單位「蹲」了半年，雅琳意外發現，雖然同事們才高八斗，

生活大小事卻一問三不知，有的酒精哪兒買都不曉得，也有人靠她出

手相助，才挽救了本不該犯的錯誤。同事們常常說：「雅琳姐，多虧

有妳！」 

 

這天表哥主動來電：「最近如何?」「慢慢好了。幸好我沒有逃

走。」雅琳衷心地說：「哥，謝謝你。」表哥笑了：「謝什麼？逃到

哪裡，問題就追到哪裡。還不如讓自己水漲船高，通過環境的考驗！

別謝我，要謝謝那個頑強的自己！」 

 

《聖經》歌羅西書 2章 7節 

 

在祂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

也更增長了。  



 家事分享  
1. 歡迎：謹代表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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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您再次參加崇拜。 
2. 月會及年議會召開：本年度年議會及十一月份的月會於本主日崇拜後禮

堂舉行。有關會友未能出席年議會的，授權票需於年議會前 48小時呈交
執事會確認，不接受臨時提交授權書，敬邀撥冗出席為荷。 

3. 教會浸禮：教會 12月 4日主日崇拜將舉行浸禮，四位準備受浸的新葡：
黎達寬姊妹、趙蕊姊妹、林芷茵姊妹、林智朗弟兄，經 9月份月會通過，
即將受浸歸入基督，加入本會，成為會友。當日部份座位將預留受浸者
的親友，請會眾按招待安排入座。 

4. 生命故事主日：12 月 11 日為生命故事主日，主題：逆流大廚，分享嘉賓：

盧思偉弟兄：「曾招待過前總統克林頓、經營過五間拉麵店、榮獲創業獎

項。社會運動後五店全部清盤。被帶回教會，重新振作，以廚藝服侍人。」

誠邀會眾邀請親友參加，一同經歷 神的大能。 
5. 慕道班：將於 12月 11、18、2023年 1月 8、15、29、2月 5日，在本會

舉行，對象是對信仰有興趣，由馮啟源執事、陳新立執事主領，讓有心
追求基督教信仰真理，掌握到福音的內容為主，課堂用國語進行，歡迎
有興趣的兄姊來參加。 

6. 專題主日學：12 月 11 及 18 日兩次專題主日學：教學相長主日學/查經備

課分享，馮牧師分享他多年預備教材的經驗，希望鼓勵更多會眾投身教導
服侍。內容分兩部份：(一)如何準備一個主日學教材六個步驟。(二)教與

學(teaching and learning)一些基本觀念，國語分享。 

7. 聖誕崇拜及感恩見證分享：主日 12月 25 日舉行聖誕崇拜及聖誕聯歡慶祝。
2023年 1月 1日主日崇拜後有一感恩見證分享，誠邀各位兄姊參與，若有分

享請與謝姑娘報名，見證 神過去一年的恩典。 

8. 安心出行安排：政府公佈放寬宗教處所，11月 17日開始不再主動查核進
入人士的疫苗通行證，進入前只須掃描安心出行，持黃碼者也可進入，
無須用手機確認，但仍須持有有效疫苗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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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日 李權輝弟兄、12月 3日 莊黃曉溪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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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主日證道的謝楚英姑娘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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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今日崇拜後的年議會及月會禱告，討論 2023 年全年事工計劃及預算，

求主保守整個會議過程順利，同心領受。 

3. 為即將受浸歸入基督，加入本會的四位弟兄姊妹，於 12 月 4 日舉行浸

禮：黎達寬姊妹、趙蕊姊妹、林芷茵姊妹、林智朗弟兄禱告，立志一

生跟從基督，並且繼續在基督裡不斷成長。 

4. 為身體不適的會眾禱告，求主賜下恩典，醫治他們所患的病，使用醫

生專業的診斷，對症下藥，早日康復。 

5. 為即將開始的慕道班禱告，求主帶領對信仰有興趣的會眾，可以循序漸

進認識基督。為負責的馮啟源執事、陳新立執事禱告，賜下智慧，將福

音闡明，將人引領到基督。 

6. 為臨近聖誕節，一個普世歡騰的日子禱告，受疫情和限聚令影響，已

經多年沒有大型的聖誕活動和平安夜報佳音，教會少了一個藉節日見

證基督的機會。求主藉節期提醒一眾基督徒，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

救罪人。教會善用節期，引領人認識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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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77人,網覽 120次 主日早禱會：7人 喜 樂 團 契：-- 

主 日 學：24人, ZOOM 1人 幼兒主日學：4人 生命成長團：-- 

國語團契：-- 以諾助道會：Zoom 9人 青少年團契：12人 
※※※※※※※※※※※※※※※※※※※※※※※※※※※※※※※※※※※※※※※※※※※※※※※※※※※※※※※※※※※※※※※※※※※※※※※※※※※※※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1,813.00  什一奉獻    （註一） ： $22,500.00  

神學奉獻（註四） ： $177.77  感恩奉獻    （註二） ： $5,800.00 

聖誕奉獻（註五） ： $70  鮮花奉獻    （註三） ： $1,250.00 

差傳奉獻（註六） ： $177.77  共收入 ： $31,788.54  
※※※※※※※※※※※※※※※※※※※※※※※※※※※※※※※※※※※※※※※※※※※※※※※※※※※※※※※※※※※※※※※※※※※※※※※※※※※※※※ 

什一奉獻：（註一）       

M013 $500  M026 $6,500  M026 $6,000 

D2610 $2,500  M040 $6,700  M047 $300 

感恩奉獻：（註二）       

會眾1 $500  M053 $1,000  WX $300 

M012 $2,000  M046 $500  會眾2 500 

會眾3 $500  M057 $500    

鮮花奉獻：（註三）  D2610 $1,250    

神學奉獻：（註四）  Ming Sir $177.77    

聖誕奉獻：（註五）  Ming Sir $70    

差傳奉獻：（註六）  Ming Sir $1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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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 浸禮暨主餐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當值執事: 林招燕玲執事 襄    禮: 林招燕玲執事 

主   席： 馮啟源執事 領    詩: 吳晉熙弟兄  陳新立執事 

翻   譯： 陳林湘湘姊妹 敬 拜 組: 李世錫弟兄 司事招待: 施淵仁弟兄 

轉   播： 林智朗弟兄  馮馬素珊姊妹  韓婷婷姊妹 

事   務: 郭浩然弟兄 司    琴: 歐凱琪姊妹  黃月琴姊妹 

投 影 員: 周陳慕儀姊妹 主餐預備: 黃月琴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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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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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