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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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陳樂欣 李淑敏 招玉鳳 林智強 賀靜眉  張清娥 
場地組 
李俊良 

劉曉彤 

13/1 早上 
10：30 

蔡玉冰 
傳道 葉美鳳 劉穎 郭麗霞 丘凱彤 姚燕薇 楊嘉駒 葉啟良 黎潔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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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級/(BB) 

6/1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周伙喜 
陳玉梅    

【亞伯拉罕的祭物】 
李兆維傳道     

葉嘉維  
劉曉彤   

陳靜儀  
蔡國榮(BB) 

13/1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陳靜儀 
招玉鳳 

【長子的名分】 
李兆維傳道   

葉嘉霖 
程淑敏 

雷偉洪 
鄧潔賢(BB) 

                     ※  本週獻花：  余敏華   甄銀河    ※ 
(30/12)崇拜出席人數：成人80人  少崇29人  兒童21  合共:130人  遲到:9人  

                              ※【沉默的愛】 ※                      
近日看見神學院與機構在 18/1-19/1 合辦的聖經講座「兩約之間與新約何
干？」的課程，使我憶起神在聖經裏以沉默的愛，與子民同行的重要，盼望也成
為我們學效的榜樣「彼此守望，作主門徒」的生命素質。                                                                        
聖經記載神對祂子民的沉默，是在舊約和新約聖經開始的期間共有四百年的沉默。一
段是神的子民在埃及作奴隸的日子；另一段時間是舊約與新約之間，沒有從神而來的
默示的四百年。神的沉默並不表示祂視而不見，祂的沉默是愛的陶造，是祂先限制自
己審判的手，是祂約制自己公義的執行。神沒有在沉默中放棄世人，神以祂的沉默盛
載著世人的叛逆。祂在沉默中聆聽了子民的哀情，湧溢出其慈憐悲憫，逆轉祂怒氣的
手，延伸為拯救的膀臂。因此，神的沉默與神的拯救是分不開的，神是在沉默中逐步
展現祂的計劃，向世人宣告說︰「祂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
念，要叫你們未後有指望」耶利米書 29：11                                     
神的沉默與神的忍耐和等待是相連的，神忍耐祂的子民，等待他們的回轉。忍耐和等
待並非消極，而是神仍然對人懷有愛和盼望，於是祂在沉默中忍耐和等待，讓人受到
環境和經歷的塑造。神的沉默和親臨人間，就知道祂不假手他人，祂自己藉愛子走進
人間與人同行。祂的作為是非人所預期，反映祂毫無保留的臨在，是徹底逆轉了祂的
沉默。祂沉默地以嬰孩的方式置身在人中間，以無能者的形態來宣告祂救贖的大能，
不離不棄地步入人間的軌跡。                                                         
神對人的塑造別具耐性，反而是人對自己缺乏忍耐，很容易在困難中放棄信祂。在人
以為無法走過的艱辛日子，若能繼續細察神運行的奇工，便能省察自己的幽暗、不安
的心景，執整事情的結果等，從中便能發現一線曙光被祂的陶造。由此看來，細察人
生的起跌，就能透視神的沉默，好像神與人沉默的愛中相遇，這樣就能夠走進與約伯
類同的屬靈體驗，驚歎地說︰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見祢。約伯記 42：5  

                                                                     沈志光傳道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一九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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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15:3-4………………………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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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顯現期第一主日』………………… 主   席 

  『在祢寶座前』『只因愛』『趁著如今』  

 經文誦讀 ………………………申命記 1:5-18………………………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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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 【守約賜應許的上帝】………………… 沈志光傳道 

     經文 : 申命記 1:5-18  

 詩歌回應 ………………………『誰願意去』………………………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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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天天讚美』………………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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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地點：屯門良景邨新會商會中學                             
辦公室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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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主日崇拜詩歌~『顯現期第二主日』 
『全地至高是我主』『停留祢身旁』『獻給我天上的主』 

『繼續向前行』『如此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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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20/1/2019主日舉行，

由本堂畢德富顧問牧師證道及施聖餐，請
會眾預備心靈領受聖餐。 
 

 
2. 教會籌款活動】安排如下：            
i）崇拜後將派發已經訂購的 USB 32GB手  

指，內裏包括有本堂會友創作的詩歌、視 

覺遊戲、靈修默想資料。鼓勵大家繼續訂 
購（每個$100），在 12 月普天同慶的聖 
誕節以禮物形式送給朋友成為別人的祝
福。 
ii）籌款活動有多項物品，供大家參與，物
品包括：15 個全新的旅行喼、陶瓷刀一套
連架等…實用物品，歡迎大家積極參與共
建神家。 

 
3. 2019 年 1-2 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

時間出席： 

 
※由 6/1/2019 起崇拜後設有【小點茶聚】 ，

鼓勵大家崇拜後多留片刻彼此相交和代
禱。 

 
※由 6/1/2019 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前早上

9：30-10：15 在靜思室進行【公禱會】。 
 

 
4.【2019 年 1 至 3 月基教部課程】安排如下： 

課程 內容 
靈命活潑在 
【詩篇上】 

   共 6 堂 
導師：沈志光傳道 
 
地點禮堂講台前 
時間：12:15-1:15 

 

內容：透過智慧詩、申訴
詩、信心之歌等，塑
造個人的心靈，從個
人靈修到生活體
驗，建立得力豐盛的
人生。 

對象：有興趣認識聖經 
日期： 6/1、20/1；24/2；

3/3、10/3、31/3 
 

家 員 祈 禱 
 

1. ※黃震國堂委的母親梁麗琼姊妹，額頭
上有瘀血入院進行 5 小時手術後，已經
退燒，手和腳也有郁動，求主保守早日
清醒，能自行呼吸。 

2. ※康文瑤姊妹的太嫲文拾妹姊妹在
21/12 安息主懷，她的安息禮安排在本周
六 12/1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靜念堂進
行，請祈禱記念家人的心情，願神的安慰
臨到家人心中。 

3. 張詩樂弟兄(成青牧區)父親張錦松弟 
兄，已進行標靶藥物治療，肺部亦已經沒

有積水，現在進行物理治療強化身體的肌
肉有助自行走動，請繼續祈禱能早日回家
休息。 

4. 李珮欣姊妹（職青牧區）的情緒病及腦
癎症，將於 14/1 進行抽脊髓檢查，求主
保守看顧賜下平安完成檢查；丈夫黃錦
銘弟兄身體疲倦，求主額外加添能力。 

5. 待產姊妹 :  

＊蔡婷婷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3/2019

＊陳樂欣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5/2019

＊杭思恒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5/2019 

求主保守各位待產姊妹身心靈及胎兒健康。 
 

 
區聯會活動及代禱 

1※.宣道出版社主辦靈性生活系列【書法靈

修：寫揮春、頌主恩工作坊】 

農曆新年是中國傳統大節，既是家人團聚的

日子，也是祝福與感恩交融的時刻。讓我們

凝神定氣透過書法，抒發對上主的感恩。 

日期：2019年 1月 12日（星期六）                                   

時間：2:45pm-4:15pm 

講員：余俊銓牧師 

講員簡介：余俊銓牧師，他在 2000年移居  

澳洲墨爾本，著力推廣書法藝術。香港詩 

書聯學會、秋霖研墨社會員。 

出版書籍：《見招拆招：拆解佈道疑難 145 

招》《實用個人佈道手冊》《決志前後：領 

人歸主實戰指引》 

費用：歡迎自由奉獻，支持文字事工 

地點：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90號盤谷銀行大 

廈 4樓 ，宣道書廊創意坊（油麻地港鐵 

站 C出口過對面行人路轉右行約兩座大 

廈） 

材料：參加者需自備筆墨 

網上報名：

https://goo.gl/forms/RpeL0vgiCcmkgyCv2 

查詢致電：2782 0055與市場部聯絡 

 
              證 道 題 目             
※   【守約賜應許的上帝】    ※ 

經文 : 申命記 1:5-18 
 

1:5 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摩押地講律法說： 

1:6 「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曉諭我們
說：你們在這山上住的日子彀了； 

1:7 要起行轉到亞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這
山地的各處，就是亞拉巴、山地、高原、
南地，沿海一帶迦南人的地，並利巴嫩
山又到伯拉大河。 

1:8 如今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
去得這地，就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賜給他們和
他們後裔為業之地。」 

1:9 「那時，我對你們說：『管理你們的重
任，我獨自擔當不起。 

1:10 耶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多起來。看哪，
你們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樣多。 

1:11 惟願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使你們比如
今更多千倍，照他所應許你們的話賜福

與你們。 
1:12 但你們的麻煩，和管理你們的重任，並

你們的爭訟，我獨自一人怎能擔當得起
呢？ 

1:13 你們要按著各支派選舉有智慧、有見
識、為眾人所認識的，我立他們為你們
的首領。』 

1:14 你們回答我說：『照你所說的行了為
妙。』 

1:15 我便將你們各支派的首領，有智慧、為
眾人所認識的，照你們的支派，立他們
為官長、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
十夫長，管理你們。 

1:16「當時，我囑咐你們的審判官說：『你
們聽訟，無論是弟兄彼此爭訟，是與同

居的外人爭訟，都要按公義判斷。  
1:17 審判的時候，不可看人的外貌；聽訟

不可分貴賤，不可懼怕人，因為審判是
屬乎神的。若有難斷的案件，可以呈到
我這裡，我就判斷。』  

1:18 那時，我將你們所當行的事都吩咐你
們了。」 

日期 內容 

裝 

備 

月 

13/1 崇拜事奉人員會議 
12：15-1：15 

3/2 

20/1派發2019教會事工手冊 

3/2 會友大會，在崇拜家事
報告開始進行 11：45-12：30 

16-17/2 
 
 

(區伯平牧師主領) 

16/2 周六研經會 
下午 4：00-6：00； 

下午 7：00-8：30 

17/2 領袖退修日 

崇拜後至 2：00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forms%2FRpeL0vgiCcmkgyCv2&h=AT0AG7YOL7SwtXD-2_G8y8ob3KXTWYG3NaclfynueE6C5iLANIq40LUiw0iCUFZDTe5zXbbm1IV9x4FTBfRUz7U7aytbevqaCDMiFqKMySZTbWXZlOVShA9FkqJ5Up0eRKW0v4pMAeaAvMokrg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