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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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商中) 
10：30 

李鴻標 
牧師 

葉美鳳 李淑敏 招玉鳳 姚燕薇 賀靜眉 
場地組 
組員 

余敏華 邱嘉寶 

11/7 (商中) 
10：30 

沈志光 
傳道 SOUL POWER 楊雅敏 林智強 吳玉韾 

場地組 
組員 姜寶兒 楊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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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沈志光 
傳道 

邱嘉寶 
陳玉梅 

郭麗霞 3/7 【雅二 1-7】沈志光傳道 
(合班)蔡玉冰傳道            

鄭莉華 

11/7 沈志光 
傳道 

周伙喜 
招玉鳳 蔡國榮  10/7 【雅二 8-11】吳思漫組長  (合班) 鄧潔賢 劉曉彤 

     (27/6) 成人崇拜 : 建榮14人、媒體32人、兒童合班13人、(26/6)少青崇拜 : 建榮21人     合共80人 

~ 4/7 本主日獻花 : 李強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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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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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篇 99 : 1 - 5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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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上帝的美意』＊…………………… 主  席 

  『在祢寶座前』『全然歸祢』『愛的印記』  

 經文誦讀 ………………………詩篇 77：1-20………………………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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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祂使人夜間歌唱】…………………… 李鴻標牧師         

         證道經文: 詩篇 77：1-20  

 詩歌回應 …………………………『同證主美意』………………………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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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代表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歡迎參與崇拜之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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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散          會       歌 …………………………『愛與被愛』……………………… 會    眾                         

 ＊祝       福 ………………………………………………………………… 李鴻標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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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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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主日崇拜詩歌~~『上帝的作為』＊ 
『祢是榮耀君王』『祢温暖的愛』『以恩典為冠冕』  

『聽命勝於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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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 18/7 主日舉行，誠邀
宣道會柴灣堂堂主任楊靖紀牧師蒞臨本堂
證道及施聖餐，請會眾預備心靈虔守主餐。 

 
2. 【視像月禱會】定於 13 / 7 (周二) 晚上

8：30-9：30 舉行，鼓勵會眾預留時間出
席參與，在疫情下彼此緊密守望。 

 

3.  25 周年籌款【 一人一磚一心意 】活動 

目的：加強教會財務的穩定性，讓教會得
以健康發展福音事工，讓更多人得著福音。 

為進一步擴堂及教會發展，以購買 908 室
為下一階段的中、長遠目標，為此，是次
籌款為未來「堂發展基金」作準備。 

誠邀所有會眾，凝聚各方力量建立教會。
讓福音能在屯門區遍傳以及關心本堂發展
的朋友參與，期望會眾能鼎力支持。 

籌款目標：10 萬     每塊：20 元 
有意，可購買 1 塊或以上的「心意磚」
(Puzzle) <3 幅市宣家掛畫，可合併成一幅
富意義的 puzzle，全套 4500 塊>，協助建
設本堂。 
仍鼓勵大家繼續參與 25 周年「一人一磚
一心意」籌款活動，奉獻時請註名籌款活
動，將於 11/7 公佈所籌得的籌款。 

 

4. 教會【7-9 月】行事曆安排的活動如下： 

11/7 

 

※【25 周年堂慶崇拜及活動】 

上午 10：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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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政府在 23/6 發出新聞公布，延續現行
的社交距離延長 14 天，直至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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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聯會亦有關指引
直至 23/6 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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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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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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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看顧姊妹身心靈及胎兒健康。 
 
2.※招玉鳳姊妹的二姑丈潘國榮弟兄，
於 23/6 早上安息主懷，安息禮於
15/7 下午 2:00，由伊利沙伯醫院往哥

連臣角舉行，請祈禱記念家人的心情。 

3. 感謝李兆維傳道 9 年多在市宣家忠
心良善的服侍。他們一家將安排在 7
月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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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兒子叡信的適應和成長。教會安排在
18/7 崇拜後舉行歡送會，鼓勵會眾出
席參與彼此勵勉。 
 
 

差 傳 事 工 代 禱 
 

1. 黃金閣的代禱 
‧※懇求主保守當地疫情受控，記念人民

的生活和健康早日回覆穩定。 
‧※求神興起當地教會成為燈臺，保守本

土同工石頭和玫瑰滿有智慧與信徒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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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內 容            

※        【祂使人夜間歌唱】        ※ 

證道經文:詩篇 77：1-20 

 

77:1 我要向 神發聲呼求；我向神發聲，

他必留心聽我。 

77:2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我在夜間不

住地舉手禱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77:3 我想念 神，就煩燥不安；我沉吟悲

傷，心便發昏。（細拉） 

77:4 你叫我不能閉眼；我煩亂不安，甚

至不能說話。 

77:5 我追想古時之日，上古之年。 

77:6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捫心自問； 

我心裏也仔細省察。 

77:7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

嗎？ 

77:8 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他的應許

世世廢棄嗎？ 

77:9 難道神忘記開恩，因發怒就止住他

的慈悲嗎？（細拉） 

77:10 我便說：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

念至高者 顯出右手之年代。 

77:11 我要提說耶和華所行的；我要記念

你古時的奇事。 

77:12 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默念你的作

為。 

77:13  神啊，你的作為是潔淨的；有何

神大如神呢？ 

77:14 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

顯你的能力。 

77:15 你曾用你的膀臂贖了你的民，就是

雅各和約瑟的子孫。 （細拉） 

77:16  神啊，諸水見你，一見就都驚惶； 

深淵也都戰抖。 

77:17 雲中倒出水來；天空發出響聲； 

你的箭也飛行四方。 

77:18 你的雷聲在旋風中；電光照亮世

界；大地戰抖震動。 

77:19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 

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77:20 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

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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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