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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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鄭庭展牧師 領    詩: 張志茹姊妹 司事招待: 鄭慧冰姊妹 

主    席: 施淵仁弟兄 敬 拜 組: 梁耀根執事  鄭慧芳姊妹 

翻    譯: 施李婉明姊妹  馮馬素珊姊妹  廖孔月梅姊妹 

轉    播: 林芷茵姊妹 司    琴: 馮迦諾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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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馬太福音一 21  眾      立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 

因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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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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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雅各書五 13-20  主      席 

講    題  另類治療法  鄭庭展牧師 

回 應 詩  最好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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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啟源執事 投 影 員: 馮迦琳姊妹 事   務: 鄒文生弟兄 
※※※※※※※※※※※※※※※※※※※※※※※※※※※※※※※※※※※※※※※※※※※※※※※※※※※※※※※※※※※※※※※※※※※※※※※※※※※※※※ 



Give Thanks（Hosanna Music）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Give thank     Give thank 

 敬拜讚美詩歌  

新生王歌（頌主新歌，116） 

聽啊  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神人融洽長歡欣  地上平安人蒙恩 
興起  世間大小邦  齊與諸天共頌揚  天唱地和喜不勝  基督生於伯利恆  
 
基督本為永生主  天使天軍齊拜俯  末世竟然由天降  生於童女成人狀 
至高上主披肉體  聖道化身尊降低  甘與世人居下地  乃我主以馬內利 
 
歡迎天降和平王  歡迎輝煌公義光  祂賜世人生命糧  祂消痛苦治創傷 
謙卑放下天榮尊  降世救人免沉淪  要使罪人得重生  蒙恩常與主相親 
 
萬國救主萬國望  願主居於我心上  魔鬼權勢全瓦解  使我勝過惡世界 
罪性消除污去清  從此印有主聖型  基督降生救世眾  罪人復得主愛寵 
 
副歌：聽啊  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在至高之處（讚美之泉） 

在至高之處  我獻上感恩  在至高之處  我舉手敬拜  
天使天軍  同聲讚美耶穌  最大的榮耀  都歸於祢  
 
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與神  在地上平安  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祢配得最大的榮耀 

獻上感恩（Hosanna Music）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 已得剛強   
貧窮者 已得富足 
都因為  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  感恩 

回應詩：最好的福氣（角聲使團） 
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  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  
在祢恩典中  幾多的好處  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祢帳幕的隱密處  渴想一心盡力愛主  
 
也許一生多困苦  被世間撇棄恨惡  但祢總看顧  樂意攙扶  
愁悶慨嘆變作歡呼  人海中多昏暗迷糊  但我的心始終堅固  
投靠祢  便覺恩典豐富  
 
也許心中感痛悲  甚至失去了力氣  讓我抓緊祢  熱暖的手臂  
攜著我再振翅高飛  人海中雖顛沛流離  但祢應許不捨不棄  
投靠祢  是最好的福氣   
 
全賴有著祢  才令這生極美  



 講道大鋼  

經文：雅各書五 13-20 

講題：另類治療法 

講員：鄭庭展牧師 

引 言：西醫治療 和 另類治療。 

經文詮釋： 

＊「中間……就當(就該)……。」(1:5、2:16、3:13、4:1、5:13-14、

5:19) 

＊表示：要這樣做才是正確的回應做法！ 

 

內 容： 

1）屬靈習慣 (13節) 

＊有受苦的，就該禱告。 

＊有喜樂的，就該歌頌。 

→這是美好的習慣，這是神聖的習慣！ 

2）屬靈治療法 (14-18節) 

＊有病了的，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奉主的名為病者抹油禱告。 

＊使禱告有功效的要素：要憑信心向主禱告、要彼此認罪、要懇切禱告。 

→這是屬靈的方法！ 

3）真理治療法 (19-20節) 

＊使在真理失迷的人回轉，使失喪的罪人回轉。 

＊是救一個靈魂不死，是遮蓋了許多的罪。 

→真理使人得自由！ 

 

總 結： 

★ 有病當然要睇醫生，信仰與醫學不是彼此排斥的。 

★ 建立屬靈的習慣：要向神禱告，要向神歌頌。 

★ 長老的醫病禱告：需要彼此認罪、需要懇切禱告。 

★ 幫助人得著滿有真理的救主耶穌基督，生命不再被罪綑綁。 



 生命故事：疫境大廚 

講員：盧思偉弟兄 

筆錄：趙蕊姊妹 

從事飲食及做拉麵工作起家的厨師盧思偉弟兄，自幼感受到基層家庭

出身的辛苦，昔日打工期間他倍加努力，時常抽空擔任義工幫助他人，因

為相信好人有好報。後來自己創業，有能力與許多機構合作，經常請一些

基層人士吃拉麵或出去遊玩。 

 

信主之前會拜偶像，特別每年農曆初一燒頭柱香為自己的生意祈福，

一次經歷讓他的人生因此改變：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經歷起起落落，2015 的

社會運動，讓他的拉麵生意難以維持下去，原本雄心壯志在荃灣租工廠擴

充營業，但半年內所持有的幾家店也一一閉門。這個結果意味面臨工人工

資、租金、貨物欠債、銀行貸款的支付將無力回償，更身陷債務危機，甚

至要變賣自己物業償還工資和債務。一時間生活由高峰跌倒了谷底。經歷

了一段徬徨無助的時期，開始質疑自己過去的人生觀，一直堅持做義工善

事，為何還會經歷如此衝擊？壓抑的心情和艱難的處境，卻又無法對家人

和朋友啟齒，要看精神科醫生和輔導，人情冷暖，很多朋友也像人間蒸發

一樣聯絡不上，有幾次站在工廠的天台上，甚至想自殺一了百了。 

 

在最徬徨無助的時候收到一個電話，一位朋友來電問候並且願意傾聽

盧弟兄的遭遇，而這些陪伴的朋友都是基督徒。當周邊所有人都在低谷時

離開他的時候，這些基督徒朋友卻樂意傾聽他的故事。後來，被邀請參加

教會，牧師和會眾也為他的遭遇感到同情，同心為他禱告。從此盧弟兄開

始嘗試禱告，從起初不願意把心事敞開，到開始把自己的內心困難向天父

講述，希望可以得到天父的回應。一次禱告結束，收到一通電話，有一位

打算開餐廳的朋友問是否可以幫助他管理餐廳，也讓盧弟兄有經濟來源，

得以將之前的欠款慢慢償還。 

 

在生活高低起伏的磨練中，盧弟兄體會原來在天父面前就如同自己和

兒子的關係一樣，即使孩子叛逆、犯錯，也願意在他迷途知返後，原諒他

並繼續愛他。他曾經遠離過神，在神面前做過叛逆的兒子，現在卻願重新

抓住神的手，以神為永久的倚靠，一生學習跟從這位永恒的神。  



 家事分享  

1. 歡迎：謹代表本會感謝鄭庭展牧師蒞臨證道，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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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出行及疫苗通行證安排：政府公佈，11月 17日開始不再主動查核進

入人士的疫苗通行證，12月14日開始毋須掃描安心出行，但仍須持有有

效疫苗通行證。 

3. 財務年度結算：教會財務年度結算日為 12月 31日，如有任何款項申領，請

儘量在月底前提交，方便結算。 

4. 慕道班：主日慕道班於兒童房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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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學相長/查經備課專題分享：為鼓勵更多會眾投身教導服侍，本主日馮

牧師於禮堂分享教與學(teaching and learning)一些基本觀念，國語分

享。 

6. 年假：馮牧師將於 2022 年 12 月 20 至 31 日期間放部份年假，並於 2023

年 1月初退休離港，期間有關教會事務請與同工及執事會聯絡。 

7. 敬老奉獻：12月25日主日崇拜收敬老奉獻，是次所得的款項，將全數支

持基督教開心樹社會服務機構，服侍隱蔽獨居長者事工。請會眾預備。 

8. 聖誕崇拜及感恩見證分享：12 月 25 日舉行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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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見證 神過去一年的恩典。 

9. 榮休歡送會：12 月 25 日主日舉行聖誕崇拜後，舉行馮煜強牧師榮休歡送

會，歡迎兄姊踴躍參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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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生日快訊：12月 20日 黃月琴姊妹、12月 21日 馮頌雅姊妹 
12月 22日 馮啟源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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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主日蒞臨證道的鄭庭展牧師祈禱，求主賜下話語。求主讓每位兄

姊經歷 神話語、體會基督的美善，更認識這位救贖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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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黎達寬姊妹手術後的康復禱告。為身體不適及確診的會眾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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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慕道班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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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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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教會聘牧一事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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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人,網覽 115次 主日早禱會：4人 喜 樂 團 契：6人 

主 日 學：20人,Zoom 1人 幼兒主日學：3人 生命成長團：Zoom 9人 

國語團契：-- 以諾助道會：-- 青少年團契：-- 

慕 道 班：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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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1,411.50  什一奉獻    （註一） ： $21,30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3,100.00 

    神學奉獻    （註三） ： $177.77 

    聖誕奉獻    （註四） ： $70.00 

    共收入 ： $26,059.27  
※※※※※※※※※※※※※※※※※※※※※※※※※※※※※※※※※※※※※※※※※※※※※※※※※※※※※※※※※※※※※※※※※※※※※※※※※※※※※※ 

什一奉獻：（註一）       

DLDC $2,000  會眾1 $100  M045 $5,000 

M003 $1,000 
 

$8,500  M047 $700  M036 $1,000 

M043 $4,000       

感恩奉獻：（註二）       

會眾2 $500  會眾3 $100  WX $300 

會眾4 $300  M039 $100  M032 $1,000 

會眾5 $800       

神學奉獻：（註三）  Ming Sir $177.77    

聖誕奉獻：（註四）  Ming Sir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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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聖誕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謝楚英姑娘 當值執事: 林招燕玲執事 司事招待: 華利姊妹 

主   席: 陳新立執事 敬拜讚美: 以諾助道會  黃月琴姊妹 

翻   譯: 張正陽弟兄  青少年團契  林招燕玲執事 

轉   播: 韓婷婷姊妹 司    琴: 陳林湘湘姊妹 投 影 員: 鄒文生弟兄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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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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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