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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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冰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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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沈志光
7月
傳道
恢復插花
沈志光
安排
傳道

司事4

司事1

司事2

司事3

貝永萍

招玉鳳

林智強

郭麗霞

旋佩珊

余敏華 場地組

馬耀邦

劉穎

蔡國偉

陳月桂

王迎雪

吳玉馨

李俊良 場地組

接待

點數
奉獻

21/6 商會中學 莫澤明
牧師 葉美鳳

司琴

少青崇拜
當值同工及導師

(靜思室)

投影片 場地組

兒童主日學老師
及協助導師當值表
幼兒級
兒童/高小級

蔡國榮
堂委

招玉鳳
【20/6】
林智強 沈志光傳道 李兆維傳道

鄧潔賢

黃震國
堂委

蔡國偉
【27/6】
吳玉馨 李兆維傳道 吳禮恩導師

葉嘉維 李強勝

陳麗儀

(14/6) 建榮907室崇拜人數共19人(3位同工)，崇拜媒體直播：44人；青少崇拜媒體直播25人
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 前 4： 10
提前 4:10【聖靈的居所】

如果我們都能珍重自己的高貴身份，不但自身的生活，甚至這個世界也不再一樣。請您安
靜地、慢慢地從心裡誦讀以下的經文。您可以不斷重覆地誦讀，讓經文在您心中回響。在讀的
時候，請特別留意「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這一句。
以弗所書二章 14-15；22 說：「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保羅對信徒整體及個別的肯定、鼓勵著實是語重深長。我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神藉著
聖靈居住在我們之內！我們這個血肉之軀，竟然成了神的居所，是多麼神聖和不配，是一個難
以明白，更不可能說明的奧秘。我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不是叫我們追求或展現呼風喚雨、起
死回生的超然能力。畢竟，我們自己也難免一死。我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也不是說我們有免
災免難、趨吉避凶的福氣。天災人禍如果發生，我們也同樣會遇難。我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
這會使我們自然行在神的道途上嗎？並不必然，還要看我們是否願意順蹤神的靈在內心的啟
導。那麼，「我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到底有甚麼可貴之處？這個問題反映出，我們太習慣
用「功能」、「功效」的價值觀來處理靈性生活了。但不打緊，我們學習「四兩撥千斤」，藉
著探索這個問題，幫助自己更珍重、感激「神內住」的奧秘。
當我認信，「在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我是一個可愛、被愛的人，不管別人怎樣踐踏我
的自尊。神是樂意以我的內心為居所。當我認信，「在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我是被接納、
被懷抱的人，不管我在行為、樣貌、心思上有多少缺憾、過錯。神是樂意以我的內心為居所。
當我認信，「在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我若充滿神的氣質或潛質的人，我便可以順蹤內心之
神的引導，選擇行善、播送光明、希望、友愛。聖神樂意以我的內心為居所。當我認信，「在
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我的祈禱來得更自然、自在。我不必再向神呼天搶地、討價還價、求
福避禍、或者是「臨急抱佛腳」，我只要專心辯別個人的動機，便能意識到神同在指引的方向。
神樂意以我的內心為居所。邀請您時常在內心確認，自己是如此像神的個體，並接受及歡迎「神
在我之內居住」。如果您喜歡以下的操練，每當想起，便重覆做吧：深深呼吸、放鬆身體，把
意念集中內心，讓「在我之內居住了一位神」這個信念帶領您安息於神、珍重自己。

譚沛泉博士著《誦禱心曲》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一日

《主日崇拜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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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事：旋佩珊姊妹
電 話：2459 0620
電郵：tmtc@tmtcchurch.com

主言扎根，服侍更新
~28/6 主日崇拜詩歌 ~{耶穌配受至聖尊榮}~
『摩西之歌』『祢配得至聖尊榮』『一生一世』『全然回歸祢』『祝福您天天讚美』

本 堂 消 息
5. 【教會活動】7 至 8 月的安排如下：
1. ※【特別鳴謝】區聯會莫澤明牧師蒞臨證道
12/7 堂慶感恩崇拜 10:30-12:30
及施聖餐。
30/8 懇親福音主日
恢復實體崇拜期間，只供錄播崇拜在教會
主題：豐盛的應許
的媒體內，不設同步直播崇拜，鼓勵會眾
兒童 16-17/8 兒童牧區營會
同心參與實體崇拜。
及 （詳情可向蔡傳道查詢）
青少 ＊9-11/8 青少生活營
2. ※政府在 3/6 宣佈延長「限聚令」由 19/6

3. 吳柱梅姊妹的父親吳禮章弟兄，在上周
覆診後，已經移除身上原有的喉管，在
家休息回覆正常的生活，求主保守前面
的路。
差傳事工代禱
1. 澳門的代禱
求主預備石排灣的場地有助牧養和發
展。在 24/5 剛在新橋開始實體崇拜，
求主保守團隊的配搭和信徒的裝備，
在 新橋見證主。

18:33 王就心裏傷慟，上城門樓去哀哭，
一面走一面說：「我兒押沙龍啊！我兒，
我兒押沙龍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龍
啊，我兒！我兒！」

16:1 大衛剛過山頂，見米非波設的僕人洗
巴拉著備好了的兩匹驢，驢上馱著二百麵
（詳情可向李傳道查詢）
餅，一百葡萄餅，一百個夏天的果餅，一
至 2/7《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
皮袋酒來迎接他。
23/8 合區球類活動 (在中學禮堂)
規例（第 599G 章）》，區聯會有以下指引如
16:2 王問洗巴說：「你帶這些來是甚麼
下：
意思呢？」洗巴說：「驢是給王的家眷騎
6. 【教會福音預工活動的安排】
2.黃金閣的代禱
在北部跟進洽購土地，準備興建教會、宿 的；麵餅和夏天的果餅是給少年人吃的；
※【護老中心活動探訪】
一. 限聚令由 8 人放寬至不多於 50 人，可
舍及學校，求主保守有關的設計及建築工 酒是給在曠野疲乏人喝的。」
異象：透過活動的信息和分組傾談關心
進行實體崇拜，必須保持 1 米距離，因
程，有助拓展由南至東北的「福音走廊」， 16:3 王問說：
「你主人的兒子在哪裏呢？」
長輩，讓他們得著永生，活得有盼望。
此於建榮崇拜預計人數在 20 人內，請
讓未來能培訓領袖及福音擴展。
地點：寶田邨(寶興)護老中心屯門寶
洗巴回答王說：「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
參與實體崇拜的會眾向同工報名。
田邨寶田商場舖。
說：『以色列人今日必將我父的國歸還
二. 在這期間不建議設有聚餐或供應食物
日期：
9
/
7、13/8、10/9、811/10、12/11、
我。』」
或飲品（聖餐除外）。
證 道 內 容
10/12
16:4 王對洗巴說：「凡屬米非波設的都
三. 聚會前須執行防疫措施，包括：進入先
※
【讓愛回家】
※
時間:每月第二個周四下午 2:15-3:15
行量度體溫，消毒雙手，全時間帶口
歸你了。」洗巴說：「我叩拜我主我王，
撒母耳記下 15:13,14,30；18:5,32,33； 願我在你眼前蒙恩。」
※【個人素養工作坊】
罩，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
異象：透過課堂接觸及關心鄰舍，從遊
16:1-4; 19:25-30
戲和分組傾談等，帶出健康溝通和認識
3.※青少牧區在 9/6-15/8 暑假期間，安排了
19:25 他來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時候，王
個人情緒等，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
關卓華會友在教會暑期實習，配合青少牧
15:13 有人報告大衛說：「以色列人的心 問他說：「米非波設，你為甚麼沒有與我
(課堂後繼續以小組形式同行)
區營會活動和敬拜隊配合，請祈禱記念。 日期： 7 月 3 日
都歸向押沙龍了！」
同去呢？」
地點：建榮商業大廈 704 室。
15:14 大衛就對耶路撒冷跟隨他的臣僕
19:26 他回答說：「我主我王，僕人是瘸
4.【25 週年堂慶標誌(LOGO)設計比賽】
時間: 上午 9：00-下午 1：00
說：「我們要起來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 腿的。那日我想要備驢騎上，與王同去，
主題：「基督教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25 周
鼓勵會眾預留時間積極參與，詳情可向
押沙龍了；要速速地去，恐怕他忽然來
無奈我的僕人欺哄了我，
年堂慶」為主題
到，加害於我們，用刀殺盡合城的人。」
19:27
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讒毀我。然而我
沈傳道查詢及報名。
內容：可加入適當字句及圖像等
15:30 大衛蒙頭赤腳上橄欖山，一面上一 主我王如同 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樣
評審準則：切題、創意、構圖及色彩之表現
面哭。跟隨他的人也都蒙頭哭著上去；
好，就怎樣行吧！
參賽組別：【兒童組】3 歲至 12 歲
家 員 代 禱
19:28 因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
【中學組】中學生
1. ※ 周伙喜弟兄在上周 12/6 覆診後，體
18:5 王囑咐約押、亞比篩、以太說：「你 前都算為死人，王卻使僕人在王的席上同
【成人組】會眾
內的腫瘤及癌指數高了，兩星期後再約 們要為我的緣故寬待那少年人押沙龍。」 人吃飯，我現在向王還能辨理訴冤嗎？」
截止日期：2020 年 7 月 5 日
見醫生，請大家繼續代禱記念。
王為押沙龍囑咐眾將的話，兵都聽見了。 19:29 王對他說：
「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
詳請可在本堂網頁觀看或與蔡傳道聯絡。
18:32 王問古示人說：「少年人押沙龍平 我說，你與洗巴均分地土。」
2. 張詩樂弟兄的父親張錦松弟兄，將在下
安不平安？」古示人回答說：「願我主我 19:30 米非波設對王說：「我主我王既平
周二 23/6 到醫院安排呼吸器材有助家
王的仇敵，和一切興起要殺害你的人，都 平安安地回宮，就任憑洗巴都取了也可
中休息，求主保守弟兄靠神走前面的路。 與那少年人一樣。」
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