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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 聲 進入“密室”的祈禱 樓恩德牧師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裡和十字路口
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
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
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
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馬太福音 6:5-8 

“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這句二千多年前的教導和應許，是禱告功課的金句，也是“真
理”，放諸四海皆準，古今往來必應，可惜大多數人僅留意“主禱
文”，而忽略禱告之心、身、靈的準備。 

在繁華，資訊泛濫，生活忙亂的社會中生活，要我們主動在思想，
環境中“進入密室，隔絕資源資訊，只向看不見的父禱告，等候看着
我們的父報答”，做得到嗎？不要說許多要為生計奔波的信徒，連要
承擔牧養教導責任的人，也是‘機不離手’地禱告；環境變化，資訊
成為禱告的內容，而忘記了在環境之上，祂是主導一切的父，包括你
的生命和健康。 

想不到一場“恐慌性”的疫症，幾乎使許多世人要學習“與人隔
絕”的生活，看來是想減少感染“病毒”，使自己安心一點，但換來
卻是產生更大的恐懼和不安，有不少‘信徒’在全城恐慌影響下，亦
情緒信心上受感染減低了“免疫力”，於是好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
祈求(6:7)。 

昔日有門徒不但聽到耶穌的禱告，更看到耶穌禱告的果效，因此

要求耶穌教導他禱告，當然“主禱文”是耶穌當時能用言語表達的禱

告，但應許門徒們想祈求蒙應允，必須有專注的態度和全然倚靠的心

境，“進入內室，關上門”是形態或是意識？沒有如斯的專注，任憑

資訊充斥腦袋，那些隨自己思想欲求的禱告，和由聖靈感動而必蒙應

允的禱告是截然不同的禱告(羅 8:26-28)，留意如何“在聖靈裡禱

告”蒙應允。(猶 20) 

http://www.tst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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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主日崇拜  
 早堂 (上午 9:30)  午堂 (上午 11:30)  

主 席 梁國權先生 午堂暫停現場崇拜，會眾可於上午 11:30 透過教會

網站收看網上轉播早堂內容，一同參與崇拜。 

1) 本堂網頁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或 

2) Facebook 

www.facebook.com/tstscc/ 

講 員 周健輝牧師 

導 唱 沈凜聰弟兄 

電 琴 戴家璧姊妹 

影 音 莫康明幹事  林慶安弟兄 

傳 譯 祁建安弟兄 (普) 
 
 
 

 
 
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詩篇 145:2 (和修本) 

  

安靜 

等候 

序樂/始禮頌：世頌 276《慈悲仁愛上帝》 
眾立/主席 

宣召經文－詩篇 99:1~3 

讚美 

祈求 

唱詩：世頌 21 《讚美天上君王》 

世頌 455《應許之詩》 

月詩：世頌 156《神慈愛真可見》 

會眾/導唱 

同心禱告 眾立/主席 

每周讀經－希伯來書 2:10~13 眾坐/主席 

敬聽 

真道 

講題：「打破常規的跟隨」  

講道經文－路加福音 5:1~11 
眾坐/講員 

回應 

/ 

奉獻 

回應詩歌：勇敢走出去 會眾/講員 

每月金句－詩篇 145:2 會眾/主席 

感恩奉獻 眾立/主席 

世頌封面內頁《讚美一神》 眾立/主席 

祝福 

差遣 

呂君望牧師 
眾立/牧師  

《阿們頌》 

家事 

分享 

呂君望牧師 
眾坐/牧師  

殿樂奏畢：彼此問安 

每
月
金
句 

 
下主日講道經文－馬太福音 3:1~12 
(請弟兄姊妹先行閱讀，備心領受神恩言教導。)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facebook.com/tst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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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 日主日崇拜職事  

 

 

 

 

 

 

 

 

 

 

 

 

 

 

 

 

 

回應詩歌《勇敢走出去》 

我並不完美，也並不特別，而祢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時常軟弱，有時會迷惑，但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副歌：主祢要往哪裡走，我就跟祢走，領我走到世界盡頭，一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我們的禱告，讓復興從我們開始，將主愛帶到人群中。 

 縱然有許多的問題，我也不放棄，祢大能賜給我勇氣，我會勇敢走出去。 
 
 
 
   
 早堂 (上午 9:30) (聖餐) 午堂 (上午 11:30) 

主席 馬靜思姑娘 午堂暫停現場崇拜，會眾可於上午 11:30 透過教

會網站收看網上轉播早堂內容，一同參與崇拜。 

1) 本堂網頁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或 

2) Facebook 

www.facebook.com/tstscc/ 

講員 梁國權先生 

導唱 陳詩敏姊妹 

電琴 戴家璧姊妹 

影音 陳偉倫弟兄  陳駕麟弟兄 

傳譯 楊美梅姊妹 (普) 

聖餐
襄禮 

1. 周紫恩執事  2. 彭祖輝長老   3. 楊國姿執事 
8. 沈詠恩執事  9. 何詠君執事  10. 梁美鳳執事 

招待 
長枱：陳志堅弟兄 
正門：李玉燕姊妹 
禮堂：李楚燕姊妹 

長枱：陳詩蒂姊妹  正門：黃英姊妹、吳家進弟兄 
禮堂：李翠群姊妹、陳香齡姊妹 

梁本立弟兄、翁建基弟兄 
閣樓：劉小明姊妹、洪光旻弟兄 

點款  杜結威弟兄、周紫恩執事、陳國業執事 

講道筆記 講題：「打破常規的跟隨」 周健輝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 5:1~11 

http://www.tstscc.org/tstscc-sermons.html
http://www.facebook.com/tst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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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 

祂的國．祂的義 15 分鐘祈禱會 (逢主日早上 11:05-11:20 在副堂約定你！) 

周一祈禱會 (逢周一上午 10:00-11:30，七樓) 內容：唱詩、讀經、分享、祈禱 

周三祈禱會 (逢周三晚上 7:30 開始，三樓) 

所有祈禱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奉獻通告 
因著疫情嚴峻，弟兄姊妹如未能到教會辦理奉獻，請把奉獻轉帳到教會的銀行帳戶，並

保留和提供轉帳資料(註明奉獻者姓名及奉獻項目)，以電郵方式盡快在當月交回教會，

以便教會輸入奉獻系統和提供奉獻收據。 

教會銀行帳號及電郵資料如下： 

收款銀行：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收款人  ：TSIMSHATSUI SWATOW CHRISTIAN CHURCH 

帳號    ：024-286-004528-001 

電郵     : church@tstscc.org 

教會奉獻封內，也有提供教會帳戶資料，請會友隨便取用。 

「我算甚麼，我的百姓算甚麼，竟然能夠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

我們把從你的手得來的獻給你。」歷代志上 29:14 (和修本) 

 
 
 
 

 

 

 

 

 

 

 

 

 

 

 

 

  

A ) 總堂經常費奉獻收入： B) 總堂特定奉獻收入： 
主日奉獻 $2,315.10  差傳及對外奉獻 $8,280.00  

主日學奉獻 $0.00  福利奉獻 $0.00  

常年奉獻 $27,100.00  沙田購堂奉獻 $0.00  

感恩奉獻 $2,950.00  神學奉獻 $0.00  

團契奉獻 $87.00  維修奉獻 $2,700.00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奉獻 $0.00  宣教士奉獻 $0.00  

其他奉獻 $0.00  發展基金奉獻 $0.00  

葵福奉獻 $4,000.00  聖誕奉獻 $0.00  

2 月 10-16 日 合計( A+B )：  $47,432.10 

累計經常費收支情況 (總堂、生命培育資源中心、葵福、沙田) :  

1 月份累計經常費奉獻收入:不包括非經常費收入(利息/借堂/租金...等) $ 934,828.70 

1 月份累計經常費支出 :  $ 1,025,543.55 

1 月份累計經常費盈餘/(不敷) :  $ (90,714.85) 

1 月份徵信錄已備妥，有需要弟兄姊妹請到一樓大堂外長枱自由索取。 

每周財政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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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上主日 早堂 81 人，午堂：暫停現場崇拜  

堂議會 堂議會會議 今天下午 2:00 改在 3 樓舉行，敬請各位教牧、長執依時出席。 

團契部 

 YoUnited 抗疫行動 123 

行動一  From 冰筒到電話筒 (ice bucket to phone call challenge) 

鼓勵年青人手動打電話聯絡身邊的人，讓他們這段時間，未能有正常

的社交生活，也可以透過電話的交談，作即時的分享、問候、禱告，

也重新啟動人與人正面溝通的勇氣。 

行動二  From 抗疫到抗逆 

透過 100 節經文作為參考，先由組長、導師開始，簡單分享對經文的體

會/領受，星期一至日在 YoUnited v whatsapp 群組發放，推動以神的話

作為我地面對疫情同逆境的安慰、提醒和力量。 

行動三  Smiling moon prayers 

神仍然笑臉幫助我們(詩四十二 5)，鼓勵每天以禱告支持他們要外出的

家人和他們自己，願神賜下智慧，保護和力量，好面對現時的情況，也

鼓勵大家於群組內分享代禱需要。 

基教部 

 本堂與中國神學研究院合辦之「生命之道」課程：疫境共行網上版 

網上版以主題形式進行，需於以下網站登記註冊， 

https://zoom.us/webinar/register/5915809548795/WN_0cKGw6zRXmuc6jnsJ8Crw 

註冊後您將收到一封來自 Biblestudy 的確認電子郵件，其中包含加入

「生命之道」網上版的資訊。 

網上版為中神的新嘗試，鼓勵新、舊同學踴躍參加！ 

教會整體 

 「一源」2020 聆聽聖經運動 

將於 2 月 26 日啟航至 4 月 12 日復活節星期天結束，共 47 天。 

我們誠邀你參加 2020「一帶一」行動，把這個應用程式介紹給你的朋

友、家人及教會，跟他們一起踏上這聆聽神的話語的旅程

https://go.onehtw.com 

願我們在這段疫症嚴峻及聚會近乎停止的日子，更多聆聽神的說話，

並藉著這 47 天的參與，一同思想主耶穌為我們受苦的大愛。凡已下

載此程式者，可如期進入聆聽；凡未安裝而又想參與者，請自行在手

機下載「一源聆聽聖經運動」的程式。 

教會整體 

 會友如有搬遷或個人資料更新，請盡快通知本堂辦事處以便更改記錄。 

 誠聘牧師 / 教師－神學畢業，對青年事工懷有熱誠，五年以上牧會經

驗。有活力，團隊精神。請具函附履歷電郵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人力資源

小組 (church@tstscc.org)，合則約見。 

 誠聘教會工友 中三或以上程度，需輪值當更（部份時間留宿），負責

場地擺設、清潔、日常雜務、簡單維修、當值接待處。有水電牌者優先。

有意者附履歷寄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收。 

(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 
 

https://zoom.us/webinar/register/5915809548795/WN_0cKGw6zRXmuc6jnsJ8Crw
https://go.oneh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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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部 
 本堂兩部升降機主要部件更換方案 

經過多月來的諮詢、評估、報價等籌備工作，至今終完成更換升降機部件
工程預算案。感謝天父預備，有事務部執事、工程小組各成員、辦事處同

工、教師等彼此配搭，發揮專長，於各方面全力協助，邀得資深專業顧問

多次現場提供意見，讓我們能逐步了解升降機結構，明白真正需要，尋找
合適承辦商承包工程。 

 主要更換部件 

包括控制櫃、曳引機、主鋼纜、隨行電纜及機廂內部份飾面。 

 施工時間及日期 

分兩階段進行，首先更換後升降機，而每部升降機施工需時約兩個月，
工程因著疫情影響，稍後再公佈詳細時間表，整體工程希望於 2020 年

底前完成。 

 財政預算 

整體估計約 115 萬元內完成兩部升降機的整體更換工程。上述升降機
方案的詳細資料已上載於教會網頁，歡迎瀏覽了解詳情！ 

 請弟兄姊妹繼續為整個工程進度祈禱，更非常歡迎及鼓勵大家一同以奉

獻參與這項家內事工！ 

奉獻方式如下: 

1 於禮堂外奉獻櫃檯辦理，請註明「升降機」工程。 

2 以轉帳方式奉獻並電郵收據資料給教會，請註明「升降機」工程及奉獻

人資料。** 詳情請參閱 P.4 奉獻通告 ** 
3 郵寄劃線支票到教會，背頁請註明「升降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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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議會通告 

有關應對新型肺炎緊急措施 (一)     2020 年 1 月 29 日 

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及本港已有確診個案，為確保會眾能在衛生及安全的環境下聚會，本

堂推出以下應對措施共同抗疫，敬請會眾細閱和配合。 

1) 即時加強教會洗手間及公用地方清潔。 

2) 即時暫停親子崇拜、AWANA 聚會、幼稚級主日學、生命培育資源中心活動、週五

探訪、長青團契、詩班樂隊練習及獻唱，直至另行通知。 

3) 二月起安排主日崇拜同步網上直播，方便需要留家之會眾參與。 

4) 出席聚會之會眾需配合「聚會衛生防護指引」(見第 5 頁堂務報告)，此指引適用於

各項聚會。 

5) 各部取消或押後所有二至三月份特別/ 非恒常聚會至復活節後舉行。 

6) 當香港出現社區爆發，本堂將立即公告暫停所有聚會。 

7) 近日曾往返內地的會眾或與往返內地人士有緊密接觸者在可行的情況下請自我隔

離兩星期。 

8) 啟動通報機制，若有本堂聚會人士或其親密接觸人士確診新型肺炎，請立即致電通

知辦事處李俊邦主任，本堂將積極跟進包括考慮暫停所有聚會。 

9) 預防及對抗疫情乃每位尖潮人之責任，屬愛人愛己之行動，請各位珍惜愛護公用資

源，不濫用及預留給有需要者。 

 
 

有關應對新型肺炎緊急措施 (二)      2020 年 2 月 12 日 

因應新型肺炎疫情最新發展，本堂檢視並修訂早前發佈的抗疫措施，期望盡力維持教會

功能但同時顧及會眾健康及社會責任，因此必須刻意減少人流及緊密接觸機會。懇請會

眾細閱並配合，同心為疫情仰望上主的憐憫和醫治。 
 

1) 主日崇拜：取消午堂崇拜，只維持九時半之早堂崇拜，十一時半於網上轉播早堂內

容，呼籲會眾留家收看網上直播。 

2) 即時暫停其他內部恆常聚會，包括各級主日學、團契小組、祈禱會、青少年/兒童活

動及會議等。 

3) 崇拜會眾進入教會時需要先量度體溫，體溫正常者清潔雙手後方可入內，會眾需全

時間配帶口罩並遵照同工安排入座。 

4) 近日曾往返內地的會眾或與往返內地人士有緊密接觸者應自我隔離至少兩星期。 

5) 若有本堂聚會人士或其親密接觸人士確診新型肺炎，請立即致電通知辦事處李俊邦

主任。 

6) 如有任何支援需要，請立即聯絡教牧長執或辦事處。鼓勵會眾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向

弟兄姊妹及社會上有需要的人表達愛心與關懷，共同抗疫。 
 

以上有關本堂應對疫情之最新安排，可致電辦事處 2366-6012、瀏覽本堂 

網頁 www.tstscc.org 或 Facebook www.facebook.com/tstscc/ 

http://www.tstscc.org/
http://www.facebook.com/tst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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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差傳 

佈道 

1. 宣教士羊先生早前拉傷手指，現靠單手打字，求主醫治。 

2. 因疫情影響，二月份的工作計劃要調整，求主幫助團隊忍耐

等候。另外，求主幫助當地人學習建立衛生習慣，否則病毒

傳入後果嚴重。 

周 

一 

世界 

香港 

疫情未解，求神憐憫，也賜下平安。繼續為在位的有智慧處理疫

情，抒解民困及前線醫護人員的安全代禱。 

周 

二 

弟兄 

姊妹 

1. 感謝神，樓牧師夫婦完成休假，平安回港。 

2. 為懷孕的陳美娟姊妹及陳慧真姊妹。 

3. 為準備文憑試的年青人祈禱，求神保守他們有健康的身心

靈，並依靠神的心面對因疫情所帶來的影響。 

4. 身體軟弱: 

陳植生弟兄(手術後的康復)、黃育義長老(出院回家休養)、 

黃太(化療)、王政倫弟兄、鄭植宏弟兄、李學榮弟兄、 

黃燕純姊妹、余明莉姊妹、馬劉美英姊妹、吳翠屏女士、 

熊愛華姊妹、朱家俊弟兄、吳美蘭姊妹、黃煥喜姊妹 

及在老人院弟兄姊妹等代禱。 

周 

三 

教會 

事工 

1. 為疫情期間的各樣特別安排，求神帶領。 

2. 願神帶領本堂 2020 年所訂的事工。 

3. 因應疫情，很多聚會、課堂取消，求主帶領新的安排。 

4. 為周六崇拜的籌備。 

5. 為新一屆長執選舉的籌備。 

周 
四 

葵福支堂
／ 

沙田支堂 

沙田支堂因疫情而需要暫回 602 室舉行崇拜及同步直播。會友

鄭文傑弟兄(本堂前實習傳道)與袁碧琪姊妹已於 2 月 22 日舉

行婚禮，為他們感恩。 

周 
五 

生命培育 
資源中心 

為資源中心在疫情期間忙於關顧周圍人士防疫的需要所需智慧

及力量。 

周 
六 

聯會 
1/3 (主日)下午在本堂舉行 2020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為各會員堂代

表備心出席祈禱。 

本周代禱事項(請依以下建議日期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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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意參加以上團契聚會者，請先聯絡本堂辦事處或教牧同工，以便作出安排。 

  

YoUnited 聚會內容 時間/地點 對象 上次人數 

活動 JC Won/ JC Too 早上十時 

11 樓 Teen 閣 
青少年 

暫 

「青」頌主名 暫停 停 

祈禱會 恆常時間 / 地點 對象 上次人數 

主日早禱會 今早 9:00-9:20 副堂 

所有信徒 

 

周一祈禱會 周一早 10:00-11:30 7 樓 暫 

周三祈禱會 周三晚 7:30-9:00 3 樓 停 

祈禱會：祂的國和祂的義 主日 11:05-11:20 副堂   

主日學班 及 幼兒親子崇拜 恆常時間 恆常地點 對象 上次人數 

成年級主日學 A 今早 8:30-9:15 
7 樓 中成年或以上  

成年級主日學 B / C / D 今早 10:00-11:00 

福音班 

今早 10:00-11:00 

10 樓內廳 慕道者  

普通話查經班 10 樓外廳 操普通話新朋友 暫 

第 144 屆洗禮班 副堂 

合符資格信徒 

停 

初信必修課程「初信班(第 2 季)」 今早 9:45-11:00 804 室  

舊約綜覽(上) 今早 11:30-12:30 804 室  

AWANA 家長班 今早 9:45-11:30 806 室 AWANA 家長  

嬰兒室 今早 9:30-12:45 605 室 0-1.5 歲  

幼兒親子崇拜 今早 11:30-12:45 603 室 
1.5-3 歲幼兒 
及一位家長 暫 

幼稚級主日學 今早 11:30-12:45 7 樓 K1-K2 停 

AWANA 

信息時間 

SPARKS 
今早 11:30-12:45 

3 樓 K3-P2  

T & T 5 樓 P3-P6  

團契 聚會內容 恆常時間 恆常地點 對象 上次人數 

挪亞團 
暫停 

今天下午 1:00 603 室 夫婦(學童/幼兒子女) 

暫停 迦南團 周四下午 2:30 7 樓 長青（退休/在職） 

約書亞團 分享祈禱(Zoom) 周六下午 2:30 5 樓 大學／初職 

提摩太團 Alpha(Zoom) 周六下午 2:30 703 室 中學/大專、大學 18 

尖沙咀系堂會及其他通訊資料 

堂會/聯會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網址 堂主任/主席/主任 

新蒲崗堂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中心 10 樓 23246331 23220585 spkscc.hk@gmail.com 莫元和牧師 

牛頭角堂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17 樓

06-09 室 
27561765 23052750 

church@ntkchurch.org.hk 

www.ntkchurch.org.hk 
伍敏尊牧師 

迦密村堂 九龍何文田迦密村街 7 號 27129255 27141441 cvscc1980@gmail.com 梁利昌牧師 

生命堂聯會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13 樓 13 E 23666032 23662930 unionlif@netvigator.com 陳大衛長老 

生命培育 

資源中心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8 樓 27212766 27212097 www.lerc.org.hk 吳惠嫦主任 

歡迎參加本周 23/2/2020(日) – 1/3/2020(六)各主日學、團契及祈禱聚會 

mailto:church@ntkchurch.org.hk
http://www.le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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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葵福支堂主日崇拜  
 

 

 
 
 
 
 
 
 

 
 

 
1.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應變措施，暫停主日崇拜及一切聚會，直至 3 月 15 日另行通知，弟兄姊妹如有前

往國內，建議自行在家隔離 14 天，保持個人衛生 ; 須自備口罩出外，如有呼吸道感染或發燒等症狀，應
盡快就醫及切勿聚會，以保護自己及避免傳染他人。 

 

   

 

葵福支堂主日崇拜  

鑑於本港「武漢肺炎」疫情嚴峻，由本週起至 3 月
15 日（暫定），共五個星期，教會暫停所有現場崇拜
及聚會，弟兄姊妹無須返回教會，請安在家中，透過
尖沙咀總堂網站的直播，一同參與崇拜。 

教
會
事
工 

1. 為「葵福活動中心」之家長小組、英文班等活動禱告，求主使用中心成為社區、街坊的祝福。 
2. 為「Super Kids」& 「Super Teens」兒童事工，求主引領更多導師來恊助，並賜福加力導師們把真理

種子播在孩童心中，就是到老也不偏離正路。 
3. 為棉紡會中學青少年團契及基督少年軍成立，求主引領加力周牧師及劉姑娘進入學校，引介更多青少年

進入基督裡的牧養。 
4. 為週五祈禱會邀請更多弟兄姊妹出席一起為教會得建立，肢體互守望。 
5. 為教會 2020 年推行的讀經計劃(閱讀《新約聖經》)參與弟兄姊妹可以有恆心持續完成。 
6. 為教會小組團契(以諾小組/以勒小組/夫婦小組/亞拿團契/路得團契)的聚會及相交更深入了解認識。 
7. 為香港禱告，求主引領港人在困境中尋著出路，在看似黑暗的時局中仍存盼望，同心恊力，讓香港得見

復和與醫治的曙光。 
8. 為世界面臨新冠狀病毒的危機求天父憐憫，醫治患病的人；賜智慧能力給管治團隊，及醫護團隊，讓專

家們能儘早找到疫苗，使病毒得以控制；更求主賜平安給所有人，讓大家不用懼怕去面對。 
9. 為弟兄姊妹在教會暫停崇拜及一切活動期間，仍然有親近神的心，一起參與網上崇拜、代禱及彼此關懷。 

弟
兄
姊
妹 

1. 為病患肢體 : 功霸太太雙腳待康復，求主加力與精神給功霸照顧太太及哥哥、娟鈴骨痛與家庭照顧、杏娟
姊妹雙眼有青光眼及白內障待醫治，丁慧琛婆婆繼續入住護老院的適應、潘彩如婆婆腰痛及腳痛、李如玉
婆婆手骨枯及舌痛、銀娣婆婆出院後康復、廖淑媚婆婆腰及肩痛，福娣姊妹牙痛，葉桂嬌左心房痛，求主
施恩顧念，讓弟兄姊妹在病患中深深體會主的同在與平安。 

2. 為謝玉霞姊妹在中華神學院進修第二年及安排到另一間教會實習，求主堅固，並保守指引她的道路。 

主日崇拜 / 祈禱會 時間 / 地點 對象 上週人數 

樂齡崇拜 周日早上 09:30 - 10:30 棉紡一樓 133 會眾 

暫停 
 

午堂崇拜 周日早上 11:30 - 12:45 棉紡一樓 133 會眾 

Super Kids 周日早上 10:00 - 12:45 棉紡地下飯堂 小朋友 

Super Teens 周日早上 10:30 - 12:30 棉紡地下 G04 青少年 

周五祈禱會 周五早上 19:30 - 20:30 葵福活動中心 所有信徒 

主日學班 及 團契聚會 時間 / 地點 對象 上週人數 

心靈加油站 周日早上 10:30-11:00 棉紡一樓 103 慕道者 

暫停 
 

長者栽培班 周日早上 11:00-12:00 棉紡一樓 111 合資格修讀弟兄姊妹 

長者主日學 周日早上 10:30-11:00 棉紡一樓 111 合資格修讀弟兄姊妹 

親子家長課 周日早上 10:00-11:00 棉紡一樓 103 家長朋友 

成人主日學 周日早上 10:00-11:00 棉紡地下 G02 合資格修讀弟兄姊妹 

成人栽培班 星期三早上 11:30-12:30 葵福活動中心 合資格修讀弟兄姊妹 

亞拿團契 一、三周逢星期一早上 10:30 - 12:30 葵福活動中心 長者 

路得團契 一至四周逢星期三上午 10:00 - 13:00 葵福活動中心 家長 

家長樂園 隔周星期四 早上 10:00–11:45 葵福活動中心 家長朋友 

家長英文班 一、三周逢星期三早上 9:45–11:00 葵福活動中心 家長朋友 

葵福支堂上周財政進項 
 
主日崇拜暫停 

 
 
 
 

 
 
 
 
 
 
 
 
 
 
 
 
 
 
 
 
 
 
 
 
 
 
 
 
 
 

暫停本周各主日學、團契及祈禱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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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支堂                                                                   

教   牧：何強輝牧師、梁麗燕教師、陳國良教師 

聚會地址： 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 號都會廣場 7 樓短宣中心 (主日崇拜及主日學) 
辦 事 處： 地址：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 號都會廣場 602 室 
           電話：2635 3431 傳真：2635 3727  網址：www.shatinscc.org 電郵：shatinscc@gmail.com 

上周各聚會及活動出席人數 (14/2-20/2) 

沙田支堂堂務報告 
1. 致謝：承蒙中華神學院講師吳友賴博士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主日崇拜舉行地點：由於七樓短宣中心 2 月份暫停外借，沙田

支堂主日崇拜改在都會 602 室舉行，並設網上直播。主日早禱

會、幼兒/兒童崇拜及各班主日學同時暫停。 

3. 聖灰日祈崇拜：教會取消 26/2(三)聖灰日崇拜。 

4. 聆聽聖經運動：「一源」2020 聆聽聖經運動將於 26/2(三)聖灰

日啟航，至 4 月 12 日復活節星期天結束。共 47 天。網址：

https://go.onehtw.com 或在手機下載 App「一源聆聽聖經運動」 

5. 使用銀行入數方式奉獻：為著處理未能出席教會各崇拜與聚會的會眾奉獻，鼓勵弟兄姊妹將每月各

項的奉獻，存入教會”南洋商業銀行”帳號:043-517-000 389 28， 

抬頭 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HE TSIMSHATSUI SWATOW CHRISTIAN CHURCH，並請入數當

天，將入數存根「即日或該週六」前，直接用手機傳給教會幹事，以便加入該週奉獻。 
 
                                                                                                                                                                                                                                                                                                                                                                                                                                                                                                                                                                                                                                                                                                                                                                                                                                                                                                                                                                                                                                                                                                                                                                                                                                                                                                                                                                                                                                                                                                                                                                                                                                                                                                                                                                                                                                                                                                                                                                                                                                                                                                                                                                                                                                                                                                                                                                                                                                                                                    
 
 

1. 請記念肢體及其家人，包括：王湘義弟兄、李桂英姊妹(子山媽媽)、龔敏培弟兄(脊骨/腳患)、楊李

錫珍姊妹及其丈夫楊金陵先生、黃瑞祥執事左手手指及左手腕物理治療等身體健康代禱，求主醫治

和看顧。 

2. 請為香港在疫情之下的市民禱告，求主醫治受感染者，看顧心靈疲累的人，保護前線醫療人員。 

3. 請為 2020 新一年教會事工禱告，求主帶領教會眾弟兄姊妹同心同行，建立主基督的教會。 

4. 請為堂會支持心田宣教士事工禱告，求聖靈感動信眾支持參與。 

5. 請為李佩芬姊妹及李培堅弟兄在神學院裝備禱告，求主帶領。 

6. 請為沙田支堂邁向自立禱告，求主建立教會成長和發展。 

7. 請為沙田支堂未來使用新堂址拓展事工代禱，求主感動及預備眾弟兄姊妹們齊心建立主的家。 

 

 

備註：除主日崇拜及祈禱會外，所有聚會人數均不計算教師和導師。 

 

聚會名稱 出席 聚會名稱 出席 聚會名稱 出席 

主日崇拜 (日) 58 人 印尼華僑團契 (日) / 約書亞團 (六) 6 人 

幼兒/兒童崇拜 (日) / 安得烈團 (日) 4 人 中學生團契 (六) / 

早 禱 會 (日) / 路 得 團 (四) / 沙田潮男 / 

生命之道 (四) / 約 瑟 團 (五) / 姊妹團契 / 

迦 勒 團 (日) / 但以理團 (六) 11 人 家長英文班 / 

本周代禱事項 

沙田支堂上周財政進項 
主日奉獻  $ 430.00 

常年奉獻  $ 2,500.00 

購堂奉獻  $ 840.00 

差傳及對外奉獻  $ 60.00 

合計  $ 3,830.00 

http://www.shatinscc.org/
mailto:shatinsc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