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日教會活動
日程表
2 0 2 1 年 5 月 至 8 月

我們是位處倫敦金絲雀金融區附近的一所社區教會，
我們的使命為讓更多的人能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培
訓他們在靈命生活中有成長。

不論您的背景，無論您是在尋求如何認識基督，或希
望能在一個教會中侍奉成長，成為以基督為首的門
徒，我們都希望您能參與我們不同形式的聚會。

教牧同工團隊
堂主牧師  Marcus Nodder  
m.nodder@stpetersbarge.org, 07727 713 744

副牧師  Callum Elwood 
c.elwood@stpetersbarge.org

女事工  Fiona Robb 
f.robb@stpetersbarge.org

碼頭區女事工  Alison Garrow 
a.garrow@stpetersbarge.org

行政事工  Jing Gou 
j.gou@stpetersbarge.org

保障安全事工  
Yulian Margaretha 及 Fiona Robb 
safeguarding@stpetersbarge.org

辦公室  info@stpetersbarge.org, 020 7093 1212

聯繫
我們的消息及講道能於教會的網址 stpetersbarge.org 查
閱到。YouTube channel 及iTunes podcast 上亦能收看或
收聽所有的講道。

我們希望能透過電郵隨時把最新消息發送給您。請電
郵至info@stpetersbarge.org 來加入教會的通訊錄中。

社交媒體 
facebook.com/stpetersbarge 
twitter.com/stpetersbarge 
instagram.com/stpetersbarge

我們亦有教會的Facebook 群組，請把您想加入群組的
訊息發送至 facebook.com/groups/2325758660，讓我們
把您加到群組中。

公共交通
最近的碼頭區輕便鐵路(DLR)站
西印度碼頭，步行3分鐘
金絲雀碼頭 (DLR)，步行6分鐘

最近的地鐵站
金絲雀碼頭，步行10分鐘

最近的巴士站
西印度大道及西碼頭

巴士路線 D3, D7, D8, 135, 277

泊車安排
您能於星期日在Hertsmere Road 前的Cannon Workshop 
免費泊車（有專屬車位（Reserved）或Zipcar標梽除
外），但您需提供您的私家車型號及車牌號碼給我們
（請電郵至 info@stpetersbarge.org)。還有其他免費泊
車車位位於Garford Street 或 Milligan Street (大約10分
鐘路程)。

Cabot Square 停車場及西碼碩迴旋處（Westferry Circus) 
停車場，4.2英磅能停泊至兩小時 （週末能於消費後停
至3小時），步行5分鐘。

多層停車場位於Hertsmere Road，5英磅能停泊至兩小
時，步行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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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TER’S BARGE

CINEWORLD

關於我們

我們的主日崇拜於
早上11時教會船上及

YouTube 舉行

聖彼德運河船教會
倫敦水上教會



有聖餐提供

我們的主日崇拜於早上11時運河船教會上或於YouTube 
Channel網上直播。聚會前我們有熱飲提供，崇拜歷時
大概75分鐘。我們會聆聽上主從聖經的教導，禱告，於
詩歌中敬拜讚美祂。崇拜後會有答疑時間及茶聚/自家
製蛋糕供應。（注：疫情期間暫停飲食供應）

本季講道安排

基督的好消息 （馬可福音）

5月2日 真正的門徒成長(馬可福音9:30-50)  

5月9日 進入神的國度(馬可福音10:1-31)

尼希米亞書 – 重建神的子民

5月16日 從慶祝中建立(尼希米記 12:27-47)  

5月23日 從此大團圓結局?(尼希米記13) 

基督的好消息 （馬可福音）

5月30日 世人的救贖(馬可福音10:32-52)
6月6日 審判與救贖(馬可福音11:1-25)
6月13日 榮耀歸於神子(馬可福音11:27-12:17)

使命主日

6月20日 真理的同行者(約翰三書)   

雅歌

6月27日 雅歌 1:1-4
7月4日 雅歌 1:5-2:7

基督的好消息 （馬可福音）

7月11日 復活的生活(馬可福音12:18-44)   

7月18日 君王的歸來(馬可福音13:1-37)

7月25日 代罪的羔羊(馬可福音14:1-25)

合一的信仰中 （來賓講座）

8月1日 見証分享及講道   

雅歌

8月8日 雅歌2:8-3:5  

8月15日 雅歌3:6-5:1
8月22日 雅歌5:2-6:3

8月29日 待定   

來賓講座

主日學及託兒服務
於崇拜期間，我們能提供主日學，適合學年至小學6年
級的兒童，及托兒服務。兒童會先跟成人參與首10分鐘
的崇拜，然後參與各自適合的活動。我們把所有年齡
的聖經教導看待得非常認真，亦會加入有趣互動的遊
戲，寓學習於遊戲中。（注：疫情期間主日學於ZOOM
上進行，請與Fiona在f.robb@stpetersbarge.org 聯繫）

聖餐
每月的首主日我們會有領聖餐，分享聖餅和酒，紀念
於十架上受難的主耶穌。

來賓主日講座 
雖然每星期日我們都歡迎來賓，某些特定的主日我們
都提供予那些平常較少參與主日崇拜的來賓。這些於
講道日程內標示，請廣邀您的親友！

每月聚餐
每月第二個主日於崇拜後為我們的食物分享聚餐會，
讓教會會眾及來賓能有分享及交流的機會。於其他主
日，有些小組會到餐廳午膳，歡迎您來參與！ （注：
疫情期間暫停午餐共享）

成長小組（團契）
成長小組提供了查經及互相代禱的機會，為著我們能
更親近上主，多了解和鼓勵主內弟兄姊妹。 聚會於
ZOOM，時間為星期三晚上7時30分至9時，7時會提供
晚飯（適用於疫情後）。每月會有一次的祈禱會，小
組有男女混合，男或女小組，亦考慮會有中文研經小
組。

每星期二早上10時於ZOOM也有女士組成長小組，及主
日的團契。

碼頭區內上班人士
我們分別為那些於碼頭區內上班的人士提供週中中
午時間的講道及早上的研經培訓。如想知道更多詳
情，請於教會內索取有關上班人士事工的單張或參
考我們的網站。

探索基督課程
這是一個為期七星期个紹基督信仰的課程，形式為
DVD播放及小組討論及答疑。研讀的經文為馬可福
音。適合那些希望重温基督基礎信仰或更深入了解
基督的人士參加。

於荼杯內的世界
歡迎您來參與我們的兒童遊戲小組，提供交朋友，分
享糕點，荼／咖啡及兒童一同玩耍的機會。於學期期
間每星期五早上10-11.30。

男士及女士活動
我們於一年中有不同類型的活動 – 有些分別專為男
士，或女士，或男女均可的活動。有些為基督徒朋
友而設，透過上主的話語提供認信及交流的學習機
會。有些為未認信的朋友傳福音的機會。所有這些
活動都於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行，請參考個別的活
動邀請卡。

週末退修營
我們每年圴有兩次於Denham Grove 酒店的週末退修
營，由其他牧者主講。這是一個特別的機會，讓我們
能於繁忙的城市生活中停下來，靜聽及思想上主的話
語，也能對其他教會內的朋友加深認識。

小組及活動主日崇拜

由於疫情影響，暫時不提供共享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