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我心志，步履主腳蹤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日/月) 

地點/ 
時間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1  司事2  司事3  場地組 投影片  插花 

25/7 (商中) 
10：30 

麥幸如 
傳道 馬耀邦 劉穎 李俊良 鄧潔賢 郭麗霞 

場地組  
組員 周伙喜 邱嘉寶 

1/8 (商中) 
10：30 

鄺玉婷 
博士 

葉美鳳 李淑敏 招玉鳳 王迎雪 姚燕薇 
場地組  
組員 

鄧巧賢 康文瑤 

日期  
(日/月) 

家事 
報告 

點數 

奉獻 
接待 

 
少青崇拜~週六下午3:30              

(建榮聚會點) 

兒崇老師及協助導師當值表 

幼兒級 兒童/高小級 

25/7 蔡玉冰
傳道 

蔡國偉 
吳玉馨 傳道部 24/7 【雅三 1 -2】 吳杰鴻導師 

蔡玉冰 
傳道 蔡國榮 雷偉洪 

1/8 沈志光 
傳道 

邱嘉寶 
陳玉梅 

傳道部 31/7 【雅三 3 -12】吳禮恩導師  程淑敏   蔡玉冰傳道  
吳柱梅            

 (18/7) 成人崇拜： 64人、兒童崇拜23人、 ；(14/7)護老院崇拜 : 11人 、 (17/7)少青崇拜 :23人   合共121人 

(遲到16人)  
~  25/7主日獻花 : 蔡玉冰、旋佩珊 ~ 

【從火中經過】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蹚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

被燒，火燄也不著在你身上。」（賽四十三 2） 
這節經文給人一種「危難臨到也不害怕」的感覺，認為神在危難中如何保護神所

喜悅及揀選的人一樣。然而，這句應該與上文一同理解：「所以，他將猛烈的怒氣和
爭戰的勇力，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圍如火著起，他還不知道，燒著他，他也
不介意。」（賽四十二 25）。經文中的「他」應該是指以色列民，而根據第二以賽亞
（賽 40-55 章）的背景，我們明白當時以色列民身處在巴比倫，預備要由巴比倫回歸
耶路撒冷，所以此處提到的忿怒應該是指傾在以色列民所身處的巴比倫身上，但因為
被擄的以色列民處於巴比倫，忿怒也同時倒在百姓身上。經文所強調的，就是以色列
民的眼瞎與耳聾的狀態很嚴重，就算神對他們有拯救的作為，並在忿怒中刑罰傾覆巴
比倫，他們還是不知道及不介意。這樣，本節呼籲被擄的以色列民要認清時勢，在政
治改變與古列興起的局面中看見神偉大的作為，並憑信離開巴比倫。 

就在這前題之下，以賽亞書四十三章 2 節所說的「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
你蹚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燄也不著在你身上。」這
句，是為了說明神的忿怒臨到百姓所身處的巴比倫，他們對於神的作為與忿怒毫無認
識，也不明白神拯救的作為。然而，雖然百姓的無知與心硬使他們不能看見及聽見，
但神的救贖還是不會改變，神的忿怒如火燄一樣臨到百姓身邊，但神也能保守他們不
被火燒著，這象徵這班被擄回歸的以色列餘民看似軟弱與無能，但卻在神的審判臨到
時還得到神的保護與同在，這成為以色列民不用害怕的原因，也同時看出神保護與拯
救的恩典。 

所以，當時的以色列民的靈性並不是我們想像的好，就算他們這樣，神的保護與
同在也不改變。情況就好像保羅所說：「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林
前三 15） 真的很驚訝，神的愛和保護仍然不離不棄的愛我們。 
   盼望市宣家的會眾，彼此學效神的愛活在我們當中。 
                                                         （轉載高銘謙牧師的資料）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表 ＊ 
                             

※鼓勵大家在崇拜前十分鐘預備心靈親近主※  
  

 
 

宣召經文 …………………… 啟示錄 5:11-12……………………… 主  席 

＊ ＊禱                 告 ………………………………………………………………… 主  席 

＊ ＊詩歌頌讚 ……………………＊『神的使命』＊…………………… 主  席 

  『至高尊貴的祢』『最美好..盡力愛您』『信就有希望』  

 經文誦讀 …………………… 但以理書 3 :1–30……………………… 會   眾 

 常費奉獻 ………………………   先獻己‧後獻金   ……………………… 會  眾 

 證    道 …………………………【人生交叉點】……………………… 麥幸如傳道         

  證道經文: 但以理書 3 :1–30  

 詩歌回應 ………………………『立志擺上』……………………… 會    眾 

 迎新問安 …………………………………………………………………     主  席                                        

 家事    報告 …………………………………………………………………   同                                 工 

＊ ＊散          會       歌 …………………………『活出愛』………………………… 會    眾                         

＊ 安靜默禱 ………………………………………………………………… 會                   眾 

 

※  有＊項目請會眾一同站立 ※ 

 

 
顧問牧師：畢德富牧師 
專責同工：沈志光傳道 
傳   道：李兆維傳道、蔡玉冰傳道                                                     

                                        

幹 事：旋佩珊姊妹 
商中聚會點：屯門良景邨新會商會中學                             
建榮聚會點：屯門建榮街 24-30號建榮商業大廈907-908室              電 

  

話：2459 0620 
網   址：https://tmtcchurch.com 

   

                           電郵：tmtc@tmtcchurch.com 

 

 

 
＊1/8 主日崇拜詩歌~~『悔改』＊ 

『全心敬拜』『求祢為我造清潔的心』『真實的悔改』『同證主美意』 

https://tmtcchurch.com/
mailto:tmtc@tmtcchurch.com


本 堂 消 息 
 

1. ※【特別鳴謝】宣道會清泉堂麥幸如傳道

蒞臨本堂證道。 
 

2.  25 周年堂慶籌款【 一人一磚一心意 】

的活動，感謝各位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最

新籌得的款項合共$101,520。                     

籌款目標：10 萬元，強化教會財務的穩定

性，有助福音事工的發展。同時為擴堂及

教會發展，以購買 908 室為下一階段的長

遠目標作準備。 

教會訂製紀念品贈給 56 位的弟兄姊妹，

請到司事枱索取乙份紀念品。 
 

  3. 教會【8-10 月】行事曆安排的活動如下： 

15/8 【崇拜事奉人員會議 】   

下午 12:15-1:30 

5/9 崇拜證道及專題講座 

【講座主題: 疫境同行的秘笈】   

下午 12:15-1:30  

講員: 正新書院陳兆焯校長 

17/10     屯門區宣教體驗日 

（吳金煌牧師和劉月明師母主領） 

 

4. 政府在 22/7 發出新聞公布，延續現行

的社交距離延長 14 天，直至 4/8。 

食物及衞生局表示，本港最近錄得數宗

涉及 N501Y 變異病毒株的本地確診個

案，感染源頭未明。區聯會亦有以下指

引內容： 

‧各堂會可安現況恢復堂址內進行崇拜

和活動。 

‧教會內聚會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聖餐

除外）。 

 

‧並有措施把參與人數限制在該地點通 

常可容納崇拜人數的 50%或以下。請會

眾向同工報名為實，有助跟進容納人數

的安排。 

‧堂址內進行的崇拜實地轉播，根據  

《規例》中「在工作地點為而進行的 

羣組聚集」獲豁免，只是教牧和義工 

為宜，該義工務必有指定工作崗位， 

而非觀眾，並需嚴格限制義工人數。 
 

5.※【主日獻花】 於 7 月起恢復，會眾

可在司事檯填寫 2021 年 7-12 月份「主

日獻花」表格認獻。每主日可供兩個單

位認獻，每個單位獻金$150，獻金可

用奉獻封及需註明獻花主日及獻花者

名字；獻花獻金亦計算在每年 4 月份

發放全年獻金收據內。 

 

 

家 員 代 禱 
 

1. ※青少牧區 21/7 上周三，共有 11 位學

生【DSE】中學文憑試放榜，求主帶領他

們升學或各樣的安排。 
 

2.※感謝李兆維傳道在市宣家忠心良善

的服侍。他們一家將安排在 28/7（周

三）返回英國定居及神學院進深裝

備。求主記念兆維傳道、太太樂欣、

大女叡思及兒子叡信的成長。 

 

3. ※沈志光傳道今天在宣道會美泉堂證

道，若有需要可聯絡蔡傳道或堂委成員。 
 
4.待產家庭 

‧李俊偉弟兄、葉嘉維姊妹伉儷 

預產期 : 12/2021 

‧梁皓貽弟兄、邱嘉寶姊妹伉儷 

預產期 : 12/2021 

 
差 傳 及 其 他 事 工 代 禱 

 

1. 黃金閣的代禱 

‧※黃金閣同工尹傳道因受疫情感染安息

主懷，懇求主安慰尹師母和家人失去家

人的心。 

‧※求主堅固教會眾人的心，保守同工石

頭和玫瑰在神學院和教會的事奉。 
  
2.宣道差會的代禱 

‧【跨越第 199 期刊】今期由幾位工場宣

教士分享，如何建立「遵行大使命的教

會」及體會，歡迎網上下載 : 

https://www.hkam.org/blank-45 

‧為宣道差會支持黃金閣當地【神學院

60 位學生】的裝備和生活代禱，求主感

動會眾代禱和奉獻的參與。 
 
 

3. ※第 93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主題 
【憑信奔天路】將於 1/8-10/8 舉行。 

《網上直播‧不設現場聚會》 

早堂 
研經會 
上午

9：00 

『承受那地為業--約書亞記』 
講員：梁國權先生 
現為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部講

師，教授新舊約科目。 

午堂 
講道會
上午

11：00 

『真信心--雅各書』  
講員：麥凱歷牧師    
（Rev. Alex McCoy ） 

現任聖安德烈堂堂主任牧師 

晚堂 
奮興會 
晚上 

7：00 

『你可以靠近我一點了』  

講員：吳獻章牧師。 

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 

教牧博士科暨宣教博士科主任。 

培靈會【講道經文研習本】電子版（pdf） 

，請在這網頁或 QR Code 下載研習本： 
https://www.hkbibleconference.org/ima
ges/stories/93/2021_93_Bible_Conferen
ce_Booklet_Spread.pdf 

                   
研習本下載          網上直播 

      QR Code           QR Code 

 

 

            證 道 內 容            

※         【人生交叉點】         ※ 

經文頌讀 : 但以理書 3:16-18  
 

3:16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尼

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 

3:17 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

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

我們脫離你的手； 

3:18 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

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https://www.hkam.org/blank-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