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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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 (商中) 
10：30 

朱秀蓮 
 牧師  麥頌明 劉穎 何穎詩 陳月桂 鄧麗華 

場地組  
組員 陳玉梅 楊雅敏 

28/11 (商中) 
10：30 

蔡玉冰 
 傳道 

 伍仲安 康文瑤 蔡國偉 郭麗霞 林智強 
場地組  
組員 

鄧巧賢 
蔡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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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 沈志光 
傳道 

林智強 
楊雅敏   傳道部 

20/11【包容的真意】 
 吳禮恩導師 程淑敏 吳柱梅  李強勝               

28/11 沈志光 
傳道 

蔡國偉 
吳玉馨    

傳道部 27/11【政教的再思】 
吳杰鴻導師 

劉曉彤 鄧潔賢  羅傳禮               

14/11成人崇拜53人；收看崇拜14；兒童崇拜16人；周三護老院崇拜18人； 
周六青少崇拜: 28人；合共129(遲到8人) 

~21/11本主日獻花 : 黃錦銘伉儷、黃鈞灝~   

【爾道將臨：預備已心，迎主降臨】 
2021 年快要去到尾聲，這一年我們都經歷了很多困難與變遷，彷彿整個世界都不是我們所預期。

然而，基督徒的盼望與身份價值，從來都不是由這個世界的價值觀與局面所定義，而是由耶穌基督與

福音所定義，所以在患難的日子，我們更體會作為世上客旅及寄居者的身份，更堅定地仰望所相信及

倚靠的耶穌基督。無論我們去到異鄉或選擇留下，我們都只是寄居者。 

耶穌基督作為彌賽亞也是一樣，以一個軟弱無力的姿態出現。以賽亞書有這一句：「從耶西的本

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賽十一 1)這是描述彌賽亞應許的序幕，我們本以為必須以大

衛作為開始，誰不知卻以耶西作為開始。這種開始的方式有點奇怪，因為彌賽亞的應許只涉及大衛的

後代，並不涉及大衛的父親，到底為何經文會以耶西作開始呢？其中一個可取的解釋，就是經文刻意

以耶西的本來隱藏大衛的角色，這叫人明白大衛這偉大的王本是由耶西這位不太有名的人所生，叫人

明白那滿有盼望的應許竟來自一位無人記念的耶西，這便是彌賽亞應許的特色。彌賽亞的應許所指向

的，並非甚麼權貴與名人的後代，這偉大的救恩卻竟然來自名不見經傳的耶西。正如耶穌的出生也不

是來自名門望族，卻因著這種卑微的出世才能成就偉大的救恩。原來，應許的來源是要卑微，這樣才

能把人的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才能讓人明白金錢、名譽、地位及學位都是虛幻。 

耶西的本所發的一條，叫我們回到大衛受膏的那一刻，當時撒母耳來到耶西面前，要求他所有的

兒子都來到他身邊，耶西把他的兒子們都引到撒母耳面前，只是他們都不是耶和華所揀選的，就算他

們的外表具備了君王的本錢，但耶和華卻清楚地向撒母耳指出：「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

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十六 7) 這個經歷，定

義了耶和華所看重的東西，並非我們人類所能明白的，人永遠都是以外貌來認人，昔日掃羅與大衛的

哥哥們都有君王的外貌，足以滿足人的條件，然而，只有人的內心才能滿足神的條件。原來，耶西的

本所發的一條在外表上的軟弱的，但神偏偏就選中了他。 

耶穌基督出現的姿態，我們作為軟弱的寄居者的身份便顯得很有意思，神的盼望從來都是這樣，

叫相信的人所明白。祈求主使用祂的話，成為我們在世寄居的倚靠。 

2021 年快要完結，在 2021 年的將臨期，教會也參與建道神學院【爾道將臨】的節期活動，藉著課堂、
小組查組及靈修資料，讓我們進入 28 天的將臨期(28/11-24/12)，好讓我們以信心及盼望記念主的降
生，也同時記念祂再要榮耀的再來。在那種「主必快來」的信仰下，我們堅信神必會審判大地，拯救
祂的子民，因此我們都相信祂、忠於祂、倚靠祂，直到有一天見祂。 （節錄高銘謙牧師的文章）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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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翰福音 6 :14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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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我們的主耶穌』＊………………… 主  席 

  『唯有耶穌』『不可能的愛』『我願意』  

 經文誦讀 …………………      撒母耳記上 15:1-9；10:1…………………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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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誰可改變~~神子民的生命】………………… 朱秀蓮牧師       

  證道經文: 撒母耳記上 15:1-9；10:1  

 詩歌回應 ………………………『生命的改變』…………………………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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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餐 ………………………『不可能的愛』………………………… 朱秀蓮牧師                             

 家事報告 ………………………………………………………………… 沈志光傳道                                      

＊ ＊散          會       歌 ……………………『願主賜福保護您』…………………… 會    眾                         

 ＊祝       福 ………………………………………………………………… 朱秀蓮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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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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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 主日崇拜詩歌~~『滿有恩典的主』＊ 

『祢真偉大』『祢的恩典夠我用』『榮耀上帝』『一粒麥子』『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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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特別鳴謝】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副總幹
事朱秀蓮牧師來臨證道及施聖餐。 
 

2.※【嬰孩奉獻禮】定於 19/12/2021 主日
崇拜內舉行。父母以感謝神賜下兒/女為
的產業，藉此表達堅定心志按聖經真理教
養子女行在神的心意。 
有關申請的家長資料如下： 
對象：嬰孩的父或母其中一方必須是本堂會
友；若父或母其中一方未信主，必須由本堂
傳道同工與父母一起解釋奉獻禮意義，需要
父母一起認同這信仰才接納申請。 
年齡：出生滿三個月至十二歲的嬰孩。    
※有意參與之父母，請在司事枱索取申請表
填妥交回教會，或聯絡沈志光傳道。 

 
3.※【25  「身」  挑戰】     25 周年籌款活動 
按參加者的興趣或專長，以任何形式各自
以「25」有關的籌款活動為堂會的擴堂基
金並堂會日後發展籌募經費。 
目的：讓弟兄姊妹及青少年能有開組及相
聚的地方，接待社區內的街坊，分享主愛，
有特別需要時，能作崇拜聚會用途。 
日期/時間：14/11/2021 至 25/12/2021 
一個半月內完成 
地點：不定地點/不定形式 
報名：可在司事枱／QR code 

 
4.疫情原故，政府在 9/11 發出新聞公佈，

延續現行的社交距離延長 14 天， 
直至 24/11。區聯會亦有以下指引內容： 
‧教會內聚會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聖 
餐除外）。 

‧教會慣常用作崇拜地點的地方，參與 
人數限制在該地點可容納場地崇拜人 
數的 50%或以下。 

‧堂址內須執行防疫措施，包括：進入 
舉行活動聚集地方人士須量度體溫， 
消毒雙手、   全時間戴上口罩、保持     1.5 
米社交距離、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 

 
5.教會聚會【11 - 12 月】行事曆的安排， 

鼓勵會眾預留時間的參與。 

14/11-25/12 【25「身」挑戰】 
25 周年籌款活動 

28/11 【組長會】崇拜後 

12：15-2：00 

12/12 
【聯堂佈道主日】 

11：30-1：00 
（商中禮堂舉行，設有 
實體及同步直播） 

26/12 【教會年終合區分享會】 
崇拜後至 1：30 

 
 
6.※區聯會【11 月份宣訊期刊】專題： 
『你們不可停止「現場」聚會? 』，與 
大家重溫群體崇拜的意義，以及長期網 
上崇拜誘發的試探，幫助大家作合適的 
選擇。 
鼓勵會眾前往以下網址或在 QR code 進 
入細閱： 
https://cmacuhk.org.hk/2021/11/11/263-宣訊 

 

 
家 園 代 禱 

 
（一）各部及牧區代禱： 

1. 自立的跟進安排： 
區聯授職委員會來信正式通過沈志光傳
道作本堂堂主任的申請，請繼續祈禱記
念，未來自立的安排進度，求主帶領市 
宣家未來發展的方向。 
 

2.青少年牧區： 
屯門堂執事會一致通過本堂未來發展
的方向，求主帶領跟進聘請同工的安
排，配合青少和整體的牧養方向，造就
更多生命得茁壯成為。 
 

3.兒童牧區： 
部份兒童正預備考試和呈分試，求主保
守他們在學業上，經歷你的同在能專心
考試，和滿有主的愛建立美好人際關係
健康成長。 
 

（二）會眾的代禱： 
 
1. ※蔡國榮堂委早前檢查發現患上鼻咽

癌，現正安排化療，求主保守弟兄治 
療期間身體和心靈得堅固，並求主賜 
下平安的心給家人。 

 
2.※周伙喜弟兄在 19/11 入院進行微創 

手術，求主保守傷口早愈合，病情得 
以穩定。 

 
3.※吳柱梅爸爸吳禮章弟兄於 14 / 11 
安息主懐，安息禮將安排在 11/12， 
求主安慰家的心情。 
 

4.※吳柱梅弟弟吳炎軒弟兄，因服藥物 
後對藥物有較大副作用需停藥，安排 
在 24/11 覆診，求主保守弟兄和家人 
的心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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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禱 

 
1.※【黃金閣網上祈禱會】於 30 /11 
星期二晚上 8：00-9：00 舉行，未來 
安排定於每月最後一個周二晚上舉行 
（有關連結聚會的資料三天前發放）。 

 
2.宣道差會【共建 「靜修恩園」】 

期盼成為宣教士得力的家園。 發展
為「多功能宣教中心」有助宣教人員
靜修場所、訓練中心及本地跨文化教
會等，代禱如下： 

 

‧為籌建委員會、工程督導委員會及籌
款小組各成員禱告，求主加力給團
隊，與工程及顧問公司有美好合作。 

 

            證 道 內 容            

※   【誰可改變~~神子民的生命】   ※ 

撒母耳記上 15:1-9 ；10:1 

15:1 撒母耳對掃羅說：「耶和華差遣我

膏你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

當聽從耶和華的話。 

15: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樣待他

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沒忘。 

15:3 現在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他

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

吃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 

15:4 於是掃羅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數點他

們，共有步兵二十萬，另有猶大人一萬。 

15:5 掃羅到了亞瑪力的京城，在谷中設

下埋伏。 

15:6 掃羅對基尼人說：「你們離開亞瑪

力人下去吧，恐怕我將你們和亞瑪力人一

同殺滅；因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你

們曾恩待他們。」於是基尼人離開亞瑪力

人去了。 

15:7 掃羅擊打亞瑪力人，從哈腓拉直到

埃及前的書珥， 

15:8 生擒了亞瑪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亞

瑪力的眾民。 

15:9 掃羅和百姓卻憐惜亞甲，也愛惜上

好的牛、羊、牛犢、羊羔，並一切美物，

不肯滅絕。凡下賤瘦弱的，盡都殺了。 

 

10:1 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掃羅的頭上，

與他親嘴，說：「這不是耶和華膏你作他

產業的君嗎？ 

https://cmacuhk.org.hk/2021/11/11/263-宣訊
https://cmacuhk.org.hk/2021/11/11/263-宣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