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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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馬耀邦 李淑敏 蔡國榮 鄧麗華 楊嘉駒 梁皓貽 李俊偉 楊翠玲 

19/5 早上 
10：30 

范國光 
牧師 楊翠玲  劉穎 林智強 葉美媚 葉嘉維 陳烈榮 余敏華 康文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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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周伙喜 
陳靜儀 

【面對不能改變的事情】 
李兆維傳道  吳禮恩導師 

蔡傳道  丘凱彤   
蔡金蘭  鄧潔賢(BB) 

19/5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楊雅敏 
林智強 

【猶大人的罪疚】 
沈志光傳道  李兆維傳道 

陳寶兒    
陳明珠   

陳靜儀    
袁皓智(BB) 

※  本週獻花： 旋佩珊   ※ 
(5/5)崇拜出席人數：成人崇拜73人   少青27人    兒童 19 人   合共：119人   遲到：19人  

聽道筆記：【應許的旅程】 
信息重點 
 
 
 
 
 
 
 
 
 
 
默想反思 
 
 
 
 
 
 
祈禱回應 
 
 
 
 
          
 

※ 鼓勵會眾在小組分享及彼此代禱 ※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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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10……………………… 主  席 

 禱  告 ………………………………………………………………… 主  席 

＊ 詩歌頌讚 ……………『復活期第四主日-殿中看見神作為』………… 主  席 

  『祢是君王』 『如此認識我』 『以愛還愛』  

 經文誦讀 ……………………申命記 11:8-21……………………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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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應許的旅程】…………………… 沈志光傳道 

       經文 : 申命記 11:8-21  

 詩歌回應 …………………… 『我們呼求(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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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獻唱「橋」     

＊ 散              會     歌 …………………………『請差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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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聖餐主日」崇拜詩歌   - 『復活期第五主日-殿中仰望神 』~ 
『全地至高是我主』 『當轉眼仰望耶穌』 『願祢用愛吸引我』 

『燃獻生命祭』『十架犧牲的愛』『請差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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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19/5舉行，由宣道會
總幹事范國光牧師蒞臨本堂證道及施聖餐，請
各位弟兄姊妹預備心靈。 

 

2.【2019年5至6月基教部課程】安排如下： 

課程 內容 
 【生命歷奇 

 信仰探索班
(上)】 

地點：靜思室 
時間(主日崇拜後)：

12:15-1:15 

內容：透過討論和分享，有
系統探索基督教信
仰的意義，得著救
恩，活出豐盛生命。 

對象：有興趣認識信仰 
日期： 5/5、19/5、 
       9/6、23/6 

 

3. 【5-6 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時

間出席： 

日期 內容 

12/5 
主日崇拜(母親節) 

歡迎邀請母親或母親朋友出席 

2/6 
遍傳探訪在寶田（參閱第 6 項） 

教會與城市睦福和鄰近教會合辦 

16/6 
主日崇拜(父親節) 
歡迎邀請父親或父親朋友出席 

 
4. ※【2019 兒童暑期聖經班】 
主題：我是特別的人 
日期：16/7 至 20/7  
對象：3 歲至 10 歲     
時間：上午 10:00-12:00 
內容：詩歌、聖經故事、創意小手工、 

       遊戲、小食製作、戶外活動、茶點等 
地點：建榮商業大廈 9 樓 907-908 室 
費用：$200 

      $150 (30/6 前或第一次參加者) 
備註：結業禮在 21/7 主日 10:30-12:00 
         新會商會中學舉行 
 
5. ※戶外活動【逍遙海岸遊】行程如下： 
鴨洲(鴨眼洞)→午餐(吉澳風味海鮮餐)→
吉澳→東平洲(更樓石、龍落水) 
 

日期： 5 月 13 日（星期一公眾假期） 
集合上車時間及地點：  

(1) 上午 8:00 (屯門西鐵站 F 出口， 
河田輕鐵站側停車處上車)  或 

(2)上午 8:30 (九龍塘港鐵站 D 出口 ) 
費用：成人$230；兒童、學生、長者$180； 

0-2 歲免費（減省程序，不設找續） 
名額：120 人（現時共有 77 人報名） 

  《※請自備水、防曬用品、防蚊用品※》 
 

6. ※由鄰近教會、城市睦福合辦 : 
【遍傳探訪在寶田】 
日期：6 月 2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30-5:00 
集合地點：屯門寶田邨寶田商場二樓 202 室      
         (浸信會寶田福音堂) 
探訪對象：寶田邨及欣田邨居民 
活動程序：2：30-3：00 敬拜禱告及信息 
          3：00-4：30 出隊探訪 
          4：30-5：00 分享探訪及禱告 
請崇拜後到司事枱報名，查詢詳情可向沈傳
道聯絡。 

 

家 員 祈 禱 

 
1. ※感謝神，李兆維傳道太太陳樂欣姊妹 

在 3/5 順利誕下 9 磅男嬰。 
兆維傳道在 5 月份內以放侍產假和年假
照顧家人，求主保守一家的適應和太太
的休養。 
 

2. ※杭思恒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17/5 
求主保守母親身心靈及胎兒健康。 

 
3. ※(成青牧區) 張詩樂弟兄與貝永萍姊妹 

於 18/5 (六) 假座宣道會錦繡堂 (地址 : 
元朗綿繡花園金竹北路 32 號(湖畔)下午
2:00 舉行結婚典禮，並誠邀各弟兄姊妹出
席結婚典禮，同頌主恩。 
 

4. 葉啟良弟兄的母親，劉玉英姊妹檢查後將
安排 15/5 手術前講座，接著在 16/7 進行
心臟通血管的手術，請祈禱記念。 

 

5. 李珮欣姊妹（職青牧區）因近日情緒波
動，還有各項覆診，求主憐憫與醫治；而
丈夫黃錦銘弟兄身心靈疲憊，求主憐憫並
加添體力精神工作。 

 
6. 冼愛蘭姊妹(成人牧區)，因患末期胃癌，

現正在舒緩病房休息，求主保守憐憫。 
 
 

差傳事工及宣教士代禱 
 

1. ※「宣道差會澳門事工」 
宣道差會在 27/6（周四）舉辦【澳門攻略】
一日遊，安排如下： 
行程：黑沙環宣信教育中心新校舍開幕禮

→黑沙環祐漢區行區祈禱→認識
石排灣福音的機遇 

時間：10：00-6：00 
截止報名： 15/5 
費用：＄200 包括行程市內交通及午膳：參

加者自行購買來回港澳交通工具及
保險。 
詳情可向沈志光傳道查詢。 

 
 

2.  ※「宣道差會房角石事工」 
【關愛列車行動2019─東莞小家招募義工計劃】 
日期： 16/8-17/8  (周五及周六)    
地點：  1. 深圳港大醫院  2.東莞小家 
目的：  A.  探訪及關心手術後孩子，和關心家人 

的身心靈健康。 
B. 透過探訪及關愛活動給受助者感受基 
督的愛，有助康復。 

服待對象： 6-8位腦癱孩子與其家人 
活動內容：人數6-10人，協助腦癱病患家長帶孩 

子出外活動活動。並照顧他們的孩子， 
給予家長稍作休息。 

  
備註：  
1.參加者只需自行預備交通費、午膳及住宿費用。 
2. 有負擔的弟兄姊妹，請向蔡玉冰傳道查詢及報名。 

 

             證 道 內 容               
※         【應許的旅程】         ※ 

經文頌讀 : 申命記 11:8-21 
11:8  所以，你們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 

切誡命，使你們膽壯，能以進去， 
得你們所要得的那地， 

11:9  並使你們的日子在耶和華向你們列 
祖起誓應許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的地 
上得以長久；那是流奶與蜜之地。 

11:10 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 
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裏撒種，用 
腳澆灌，像澆灌菜園一樣。 

11:11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 
有谷、雨水滋潤之地。 

11:12 是耶和華你  神所眷顧的；從歲首 
到年終，耶和華你 神的眼目時常看 
顧那地。 

11:13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
命，愛耶和華你們的  神，盡心盡
性事奉他， 

11:14 他( 原文是我)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 
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
新酒，和油， 

11:15 也必使你吃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 
的牲畜長草。 

11:16 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 
偏離正路，去事奉敬拜別神。 

11:17 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使天 
閉塞不下雨，地也不出產，使你們 
在耶和華所賜給你們的美地上速速 
滅亡。 

11:18 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留在意 
中，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 
經文； 

11:19 也要教訓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 
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 
談論； 

11:20 又要寫在房屋的門框上，並城門上， 
11:21 使你們和你們子孫的日子在耶和華 

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的地
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樣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