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相愛，作主門徒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日/月) 
時間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1  司事2  司事3 

 司事4  

(靜思室) 

場地組   

投影片 
 插花 

20/10 早上 
10：30 

姚添壽 
牧師 

麥頌明 康文瑤 郭麗霞 張清娥 陳碧珊 蘇毓康 林浩文 蔡碧恩 

27/10 早上 
10：30 

游淑儀 
牧師 馬耀邦 劉穎 林浩文 招玉鳳 陳月桂 旋佩珊 蔡國偉 劉曉彤 

日期  
(日/月) 

時間 
家事 
報告 

接待 
點數 

奉獻 

少青崇拜      

當值同工及導師 

兒童主日學老師 
及協助導師當值表 

幼兒級 兒童/高小級 

20/10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黃震國 
堂委 

林智強 
楊雅敏 

【幸福婚姻】 
李兆維傳道  

蔡玉冰傳道  蔡金蘭 
 袁晧智 

27/10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蔡國偉 
吳玉馨 

【與眾不同的書】 
吳禮恩導師  

姜寶兒   
陳明珠 

陳靜儀    
鄭莉華 

                          ※  本週獻花： 楊雅敏  ※ 
(13/10)崇拜出席人數：成人崇拜71人、少青 58人、兒童 25人 合共：154人  遲到：10人  

    【仍是愛與和平】        

近期社會出現各種暴力衝突，我內心很感沉重，但正因如此，當下更應留意主的旨意如何，

所言所行，都要在光明之中。 

   有基督徒說：是制度的暴力，引發街頭的暴力，因此不是示威者的責任；也有說面對不義

的政府，暴力的行動是必須的；又有人說，既然是暴力示威，一切暴力的鎮壓也是合理的。無

論如何，不同情況下的暴力，不會因為個人良好的動機、別人的錯失、制度的不義而變得良善；

行使暴力的人縱使是被人挑釁，但他們也是經過個人意志抉擇而作出行動的，因此施暴者仍要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執法者被賦與權力去賞善罰惡，是具備合法的武力去執行公義的，但假如

在合理武力之外出現暴力，那同樣是真理所不容。主耶穌受到不公義的刀劍拘捕時，仍不會以

暴易暴（參太二十六 52）。面對我們認為不義的事，我們會以為必須用暴力才可消滅不義，

但誠如神學家積依路（Jacques Ellul）所言：「暴力只會引發暴力，並無其他。」（Violence begets 

violence, and nothing more）因為暴力是要加害與人，是與愛相違背，「愛是不加害與人的」

（羅十三 10），因此暴力並不會成全美善。基督徒固然當關心政治，當向政府表達公義的訴

求，但卻必須緊守愛與和平的生命原則行事，暴力並不是我們的選擇。 

   當然，當我們看到某一方受到暴力的對待，我們會有強烈的情緒反應，為施襲一方的行為

感憤怒，但這往往會叫我們不自覺地站了邊，指責一方，維護另一方。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放棄

對事情作判斷，只是不要忘記受害者並不一定完全清白，或許只是暴力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

當察覺其他弟兄姊妹偏護另一方時，要想想自己是否也是如此？假若我同意自己支持的一方也

有錯失，只是自己未有機會全面持平地論述出來，也要想想別人可能也是如此。 

   面對社會的衝突，我們需要更多的自省，也要學習去寬容、愛護身邊與自己不同看法的人，

他們不一定很公正，但我何嘗不是？弟兄姊妹或很想與人抒發心中的不快，但有些人已經為這

些事長久不能入睡，不一定可以傾談。但若大家同意分享看法，彼此也需多聆聽（因為有太多

「事實」只是片面或部分的報道），而且不要試圖去改變對方的政治立場（若別人如此待你，

你會感覺怎樣？），相信他的主會引導他。而我的責任仍是去愛、去寬容我的弟兄、我的姊妹。 
                                               宣道會北角堂牧者心聲的分享 

                                                      蕭壽華牧師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主日崇拜程序表》 

                             
§ 鼓勵大家在崇拜前十分鐘到達，預備心靈親近主 § 
  

 宣召經文 ………………………詩篇 47:1-2…………………………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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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苦難中的讚美}……………………… 主  席 

  『萬國萬民讚美主』『是為了我罪』『我向祢禱告』  

 經文誦讀 ……………………馬可福音 12:28-31……………………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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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全然愛主】……………………… 姚添壽牧師 

  證道經文 : 馬可福音 12:28-31  

 詩歌回應 ………………………『我向祢禱告』………………………… 會    眾 

＊ 聖    餐 ……………………『十架犧牲的愛』……………………… 姚添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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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代表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歡迎首次蒞臨之新朋友§ 

  §新朋友請在崇拜後留步，同工或堂委將介紹閣下認識教會§  

 家  事  報  告 ……………………………………………………………………       同工或堂委 

＊ 散            會       歌 ……………………『祢是我惟一依靠』……………………… 會  眾   

＊ 祝                福 ……………………………………………………………… 姚添壽牧師 

 安靜默禱 ……………………………      殿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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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10 崇拜詩歌 ~{公義的治理者}~ 
『君王就在這裡』『親眼看見祢』『願祢公義降臨』『祢是我惟一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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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特別鳴謝】香港宣道會區聯會前任

總幹事姚添壽牧師證道及施聖餐。 
 

2. ※【聯堂洗禮】將於 27/10下午 3 時在宣

道會屯門堂舉行，本堂有劉玉英姊妹（婦

女牧區）洗禮加入教會見證神恩。聯堂洗

禮的安排如下： 

時間 程序 

下午 2:15 報到及穿著洗禮袍，可自 
由拍照 

下午 2:45 受洗肢體到 1B 副堂集合，
簡介洗禮程序、祈禱及各 
堂會教會洗禮者大合照 

下午 3:00 進入禮堂正式開始。 
 
 

3. ※【傳道部】街頭佈道出隊，將於 10 月

20 日下午 12:30-1:30，集合地點在新會

商會中學禮堂，誠邀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將福音帶進社區。可到司事枱報名或與郭

麗霞堂委聯絡查詢。 

 

4. 【10-12 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

時間出席： 

日期 內容 

27/10 (聯)聯堂洗禮下午 3 時 

17/11 家事座談會 

15/12 聖誕聯堂福音主日 

29/12 年終愛筵合區同樂日 

 

 

 

5.【基教部9-12月新的課程】安排如下： 

課程 內容 

 【生活多麼好， 
生活探索班】 
地點：靜思室 
對象： 
有興趣探索人生 
教師： 
沈志光傳道 

時間：12:15-1:15 

 

內容：由余德淳博士短
片分享，共六堂六個主
題如下： 
1. 無間的溝通 (8/9) 
2. 無怨的親情(13/10) 
3. 無限的本錢(20/10) 
4. 無悔的要求(10/11) 
5. 無憂的餘生(24/11) 

6. 無憾的抉擇(1/12、    

22/12) 

形式： 
透過短片信息，彼此討論和六位人生故
事的分享，讓學員從中反思人生，並在
聖經中尋找何為多麼好的生活。 

歡迎會眾邀請朋友一同參與 
 

6.※鼓勵崇拜後彼此享用茶點，在主家裏
彼此分享近況及代禱，發揮彼此同行與
守望的激勵。 
 

7. 【2020年主日獻花】已開始接受認獻，
每主日均設有兩個獻花單位，每個單位
的獻花金額為$150，獻花者請在司事枱
登記。 

全年獻花獻金如有盈餘將撥常費，獻花 
獻金亦會列入每月奉獻徵信錄其他奉獻 
欄及全年免稅收據內。 
獻花的認獻請投放入封獻封及列明獻花 
日期及姓名。 

 
家 員 代 禱 

1. 戚小彬姊妹（婦女牧區）化療過程中

較疲倦，求主保守姊妹在家休息。 

 

2. ※蔡玉冰傳道將於 22/10-25/10、李

兆維傳道將於 22/10-28/10 放年假。 
 

香 港 代 禱 
 

1. 現時香港警民衝突嚴峻，公共交通常因

不同因素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停止服務。

為考慮會眾的人身安全，本堂的晚上小組

聚會因應情況而作出一此改動，詳情請留

意各牧區組長通知及安排。 

求主保守我們在這期間，像猶大書 20-21

節所說:「保守我們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

自己，在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

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

永生。」 猶大書 20-21 
 
 

2. 懇求天父讓掌權者有智慧早日正視香
港問題所在，並在公平公正法治下處理
警民衝突，早日平息事件，讓香港重拾
平靜，使香港的家和諧穩定下來。 

 
 
 

差傳事工代禱 
 
 
1.※黃金閣代禱 

請繼續為建校工程代禱，為配合長遠發展，

近日地價回落，未來會多購買約兩至三塊

三千呎地皮，從高發展改為以平房式建築

發展，一方面可減低建築成本，亦可避免

因建築物過於鄰近建築的高度引起攔阻，

願神按祂旨意成就這美事。 

鯨魚宣教士 9 月尾扭傷腰部，求主保守他

早日康復。 

 

 

 

 

 

3. 房角石協會主辦【祈禱之夜】 

日期：29/10（二）晚上 7:30-9:00   

地點：宣道會希伯崙堂（一樓正堂） 

為當前國情，房角石整體事工的 

當走方向及適切回應同胞需要獻

上禱告。 

歡迎弟兄姊妹出席獻上禱告  

 

 
           證 道 內 容               

  ※       【全然愛主】        ※ 
經文 : 馬可福音 12 : 28-31 
 

  12:28 有一個文士來，聽見他們辯論，曉

得耶穌回答的好，就問他說：「誡命中哪

是第一 要緊的呢？」 

12:29 耶穌回答說：「第一 要緊的就是

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  神是

獨一的主。 

12: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

你的神。』 

12:31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 』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大綱 : 一. 專主是獨一的主 

             二. 愛主要全然愛主 

              三. 愛主亦愛主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