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年主題：徹底的門徒 ——「求成長．達平衡」
主題經文：「好使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
結果子，對神的認識更有長進。」（歌羅西書一 10）

本月金句︰「我們要歡喜快樂，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的婚期到了，他的新
娘也自己預備好了，她蒙恩得穿明亮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
是聖徒們的義行。」」 (啟示錄十九 7-8)

2021 年 1 月 10 日
顯現後第一主日（白）
講題： 捨棄與跟從（馬可福音一14-20）
1. 顯現節顏色為白色或金色是代表君王的顏色。它的意義是上帝真光照萬人和照亮外
邦人啟示的光，也是博士被引導到世界的光前。顯現節重點是提醒教會要向世界宣
告，基督是全地的主。信徒要胸懷世界的眼光，注視世界廣傳福音的情況，並加以
行動去參與宣教或支持宣教的工作，為主作光。

2. 按照總會於5月23日通過的防止性騷擾政策，教會已成立「 處理性騷擾投訴委員
會」，2020-2022年度委員為梁麗燕姑娘、吳威龍傳道和陳家強執事。若有相關投
訴，可聯絡梁麗燕姑娘或陳家強執事。有關政策會張貼於教會辦公室內，以供查閱。

3. 鑒於新冠肺炎的影響，各堂會在2020年有很長的時間未能舉行實體主日崇拜，以致
會友未能在所屬的堂會領聖餐，也未能舉行實體會議。為此，在2020年12月19日的
特別修章大會中通過以下議決(詳細條文會張貼於教會辦公室內)：
a) 在2020年1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間舉行的堂議會，在計算堂議員資格的時
候，領聖餐的次數，改為「在公布開會日期的通知發出前之兩年內，最少在該堂會
之恆常崇拜中有領聖餐兩次」。
b) "非實體會議條文"或"3A條文"，本條文有效至總董會指定的日期為止。

4. 下年度教會展望：教會將以「動盪中的盼望-與主同行、與人同心」為2021/2022年
度主題，加深對上帝的認識，以致按著祂的旨意而行，並透過實踐彼此相愛及服事，
榮耀上帝及祝福他人。為使事工計劃更適切地反映於財政預算上，將劃一以2021年
4月1日為下年度的起始，各牧區和部現正籌劃相關事工計劃和財政預算，請弟兄姊
妹為此禱告守望！

5. ＜教會 whatsapp 群組系統更新＞
教會開設了新的 whatsapp 系統， 以 broadcast 的方式個別向每位
發放往後資訊。於 11 月開始啟用，由於仍有弟兄姊妹尚未進行認證。邀請會眾盡早
完成登記，方便教會有效發放資訊。
登記方式：藉掃描下方的 QRcode，藉此把教會 whatsapp 號碼加入自己的電話通
訊錄內，然後 send 一個 whatsapp 短訊給教會， 內容包括「個人姓名及所屬群
體」，讓教會進行相關認證即可完成。

現時教會崇拜及聚會安排
因應本地疫情嚴峻及政府取消宗教聚會豁免，為避免人群聚集，以減低病毒傳播的
風險，期間將有以下安排：

⚫ 主日崇拜只作網上直播。教牧同工及敬拜隊會負責「網上崇拜」當中的服侍， 原定負
責大堂崇拜的事奉人員，均無須返教會當值；教會呼籲弟兄姊妹儘量避免一切不
必要的戶內/外的活動。

⚫ 兒童崇拜及青少年崇拜會暫停
⚫ 教會所有實體聚會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教會鼓勵各團契聚會或其他聚會轉為
網上進行，以減低感染的風險。

⚫ 副堂及學校課室暫不作外借。
⚫ 教會復康巴服務會暫時停止運作
⚫ 因應政府公佈(除緊急服務外，所有公務員在家工作)，星期一是同工週假， 星
期二至五教會辦公室也會實施在家工作，期間辦公室電話會以飛線服務繼續如常
運作，如有需要聯絡教會，可以致電辦公室電話或與同工直接聯繫

敬拜部
特別講座：《從「心靈誠實」看今天的敬拜讚美》
內容: 什麼是心靈和誠實?
如何才能以心靈誠實敬拜神?
如何帶領會眾進入熱忱、活潑的敬拜?
講員：羅祖澄牧師
日期：1月24日（星期日）
時間：12時30分
地點：新翠堂
對象：在詩歌、音樂上參與事奉者
願意更真誠投入敬拜的弟兄姊妹
報名方法：請用以下連結 或 教會Facebook報名
https://forms.gle/Ewmd5gZPayZGypXV6

傳道部
傳道部現製作福音USB，內容有佈道訊息、詩歌，現招募弟兄姊妹 自己錄製有關平
安的詩歌，請電郵到教會email(scttc@scttc.org.hk)，截止日期為22/1。鼓勵大家
同心參與傳福音的事工。

差傳部
差傳基金在弟兄姊妹努力同心禱告守望下，已略見曙光，希望大家繼續為差傳基金
禱告守望，在全球疫情底下都不忘為主發光發亮。

總會消息
1. 崇真會訊第 212 期(12/2020)
下 載 連 結：
https://web.ttm.org.hk/wp-content/uploads/2020/11/TTM-newsletter212-NOV2020-eCat.pdf

教會招聘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新翠堂聘請全職堂務幹事
職位要求：
應徵者需中學畢業，熟悉電腦文書操作，能獨立處理教會事務，懂會計
入賬優先。需周六、日當值。性格成熟主動、盡責， 有事奉心志， 喜
與人合作。
應徵方法：
請具履歷電郵至hr@scttc.org.hk 聘職小組收。
（應徵者資料只供有關職位的招聘用途，未獲錄用者的個人資料將於招聘
完結後銷毁。）

奉獻報告
奉獻收入

上週
12 月 27 日

月捐

8,844.00

主日捐

-

青崇兒崇

-

其他**

-

總數

8,844.00

2020 至 2021 年度
4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至 12 月預算

12 月 27 日

(9 個月)

1,382,097.00

1,650,000.00

(267,903.00)

13,957.00

135,000.00

(121,043.00)

12,000.00

(12,000.00)

43,850.00

53,250.00

(9,400.00)

1,439,904.00

1,850,250.00

(410,346.00)

275,250.00

-

差傳基金

-

251,940.00

慈惠捐

-

4,700.00

**感恩+獻花+其他捐獻

增/(減)

代禱事項
為教會
1. 胡順萍姊妹鼻咽癌復發，現正接受化療。姊妹本身患有皮肌炎， 求主施恩
使副作用不要因而加劇，讓癌細胞得以消滅，又賜她信心、力量和平安的
心來面對。

2. 為職青團梁凱瑩姊妹及其女兒代禱，姊妹將會返工，求主讓她工作上有好
適應。嬰兒的腸胃因不太良好而未能安睡，求主醫治她舒緩敏感及腸胃症
狀，讓母女都能夠健康安睡。。

3. 為貓頭鷹家族的宣教之路禱告， 求主幫助他們能順利簽發有效期更長久的
簽證，並賜他們有更健康的身體適應當地的水土，有智慧去學習當地語言
及接觸當地居民

4. 郭錦明弟兄，早前確診肺癌，已完成電療過程，因常常痛楚不適， 現正紓
緩治療，每月到威爾斯醫院跟進，待身體有變化才選擇其它治療。求主保
守錦明弟兄的健康，舒緩他身體痛楚，讓他的身心靈每天都不斷健壯。

5. 為王偉君、林惠華夫婦顧照初生嬰孩代禱，願主保守惠華產後的調理和天
承的成長，也加偉君心力應對事奉與家庭的需要，疫情下看顧他們一家人
的健康。

為世界和香港
1. 為病毒變種的情況代禱，求主看顧英國及其他地方的國民 ，希望疫苗能發
揮作用，保護各人免受感染，也賜平安給眾民。

2. 為世界整個政治環境，求主掌管局勢，使公平及公義能彰顯。
3. 求主保守香港的司法制度，讓行之已久的宗教、新聞及言論等各 方 面 的 自
由得以維持。

二零二一年一月聖工人員職事表
日期/崗位

敬拜

講道

主席

報告

電腦

音響

司琴

1月10日

蔡庭峰

梁麗燕

吳威龍

梁麗燕

盧子峰

盧子峰

湯慧鈺

1月17日

陳穎姿

羅華明

梁麗燕

吳威龍

盧子峰

盧子峰

梁明恩

1月24日

陳鳳欣

羅祖澄

吳威龍

梁麗燕

盧子峰

盧子峰

洪欣欣

1月31日

馬慶智

李恩添

梁麗燕

吳威龍

盧子峰

盧子峰

李月娜

下 主 日 講 題 及 經 文 ：2021年‧天父賜的「加‧加」數
（約翰福音一14-16、詩篇八十四4-7、哥林多後書三17-18）
本 主 日 講 題 及 經 文 ：捨棄與跟從(馬可福音一14-20)
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講上帝的福音，
15 說：「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
16 耶穌沿著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弟弟安得烈在海上撒網；他們本是
打魚的。
17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18 他們立刻捨了網，跟從他。
19 耶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弟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20 耶穌隨即呼召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工留在船上，跟從了耶穌。

顧問牧師

: 羅祖澄牧師

奉獻資訊

署理堂主任 : 梁麗燕姑娘

現金 :(只限主日崇拜奉獻袋及本堂設立的奉獻箱)

傳道同工

: 吳威龍傳道

支票 : 抬頭註明 [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新翠堂 ]

福音幹事

: 盧子鋒弟兄

銀行轉帳及直接存入 :匯豐銀行 HSBC [ 568-124473-001 ]

堂址

: 沙田大圍美田路一號沙田崇真中學105室

為使本堂能更新會友的奉獻記録, 請將入數証明電郵至

電郵

: scttc@scttc.org.hk

finance@scttc.org.hk或投入崇拜奉獻袋或本堂所設的奉獻箱

電話

: 26993903

網址

: www.scttc.org.hk

(備註 - 如沒有列明奉獻項目, 該奉獻會全數入帳為月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