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言扎根，服侍更新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日/月) 

地點/時間 講員 主席    司琴/司他 場地 

6/9 建榮聚會點       
(只進行直播)       
早上 10：30 

蔡玉冰傳道 楊翠玲   李淑敏/何澄溢 場地組 

13/9 林志海傳道 馬耀邦       劉穎 場地組 

家事報告：沈志光傳道 司事/投影片 : 同工/堂委    

※因新型冠狀病毒嚴峻，除了主日網上直播崇拜外，所有聚會和課程轉為媒體視像進行。※ 

 
(30/8)建榮崇拜人數7人(3位同工)、媒體63人、(29/8)少青崇拜媒體26、建榮7人(1位同工)合共103人 
 

【流離時代的聖所】 
以西結書十一章 3節提到耶路撒冷領袖們相信虛幻的言語，認為耶路撒冷城是保

護他們的鍋，而他們是保存在內的肉，這說明他們不需要倚靠神的同在，也能有信心
確保自己平安。 

同時，他們對於在主前 597年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卻說：「你們遠離耶和華吧！這
地是賜給我們為業的。」(結十一 15)，意思是，神一定會同在於迦南地中，神在耶路
撒冷的同在不會改變，他們相信「錫安不會毀滅論」(Zion invincibility)，無論他
們的道德水平如何，神也必不會離開他們。這樣，他們認為神只是耶路撒冷的本土神
(local God)，而不是無處不在的普世性的神(global God)。可是，以西結顛覆了以上
的觀念，指出雖然被擄的以色列全家流散在巴比倫及列國當中，神卻要親自到達他們
所到之處，暫作他們的聖所(結十一 16)，在沒有聖殿、沒有城牆及沒有獻祭的流放世
界中，神要親自成為他們敬拜的場所(聖所)，以致被擄群體不需要聖殿及獻祭系統，
也能經驗神的同在。諷刺的是，就算耶路撒冷有聖殿與獻祭系統，但神的榮耀卻離開
了，而流散者沒有聖殿及獻祭系統，但神的榮耀卻與他們同在，成為他們的聖所。原
來，神與人之間的關係不需要太複雜，神人之間直接而沒有距離的相遇，竟然在以色
列民成為被擄與流散的蟻民時經歷得到。 

以西結書十一章 16節提到「暫時」一字可解作範圍的大小(小聖所)、時間的長短
(短時間)，或體驗濃烈的程度(有限的同在)等等，這三個可能的解釋都說明被擄只是
暫時的安排，是短期的應急，神應許日後這些分散在列邦的以色列民要被聚集回歸以
色列地(結十一 17節)，這是要應驗申命記的應許(申三十一 1~7)。這樣，「暫時作他
們聖所」(16節)的應許為被擄的以色列民帶來兩個應許：(1)神要與流散的人同在，
成為他們敬拜的中心，作他們的聖所；(2)神作聖所的安排只是暫時，日後他們必會回
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所。這兩點，便是以西結的福音。 

人生就如被擄的寄居，世界的人都經歷流散與失喪，到處都是戰爭、地震、疫症、
飢荒與逼害，可是教會的領袖卻留戀類似聖殿的偉大建築物，卻對真正神同在的恩典
沒有興趣。然而，耶和華看見人的流離，祂卻把自己都成為流離，與那些流離沒有停
居的被擄者同在，成為他們的聖所，而流散者所需要的，有時並非金錢與名利的得失，
而是在風雨飄搖中的同行與守候，而神就是那默默守護的神，應許這流離的光景只是
「暫時」，那永恆的家鄉才是最終的終點站。 

最後盼望市宣家的弟兄妹姊，也以寄居和管家的心態，在朋友、家人和鄰舍中，存
著愛心，以神的愛聯絡全體。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
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同行，迎向將來更美的家（神國）來臨而活。歌羅西書 3:14-15 

高銘謙博士著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零年九月六日 

 
《懇親福音主日崇拜程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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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 6 - 7…………………………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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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創造的主》……………………… 主  席 

  『有一位神』『人算什麼』『如此認識我』  

 經文誦讀   ………………………馬可福音 2:1-12………………………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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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因為你】………………………… 
        蔡玉冰傳道 

  證道經文 : 馬可福音 2:1-12  

 詩歌回應 ………………………『為耶穌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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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散          會       歌 ………………………『願主愛圍繞您』……………………… 會    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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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主日崇拜詩歌 ~{慈愛信實的主}~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原來是耶穌』 

 『祢是我藏身處』『願主愛圍繞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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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 20/9 主日舉行，誠
邀宣道會區聯會朱秀蓮牧師證道及施聖
餐，請已經受洗的肢體預留時間到「建榮
聚會點」索取聖餐套杯，在當日直播同守
聖餐。 

 
2. ※在疫情下為發揮市宣家弟兄姊妹彼此守
望祈禱的同行，所以設有 google form代
禱便條，鼓勵大家積極填寫。因疫情緣故
【公祈會】改在 15/9晚上 8：30-9：30以
媒體舉行。 

 

3.在 9 月 2 日政府宣布繼續逐步放寬社交距 
離措施，以重啟社交及經濟活動；新階段
放寬由 9 月 4 日開始，為期七天至 9 月 10

日，進一步延長餐飲業務處所堂食時間，
及重開更多表列處所。但《預防及控制疾
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下的
限制仍然未有放寬，繼續禁止在公眾地方
進行二人以上的羣組聚集，宗教活動的羣
組聚集仍未獲得豁免。 

  

一. 因此，教會在 9 月 4 日至 9 月 10 日，停
止在堂址實地進行多於 2 人的崇拜和會眾
活動。 

 
二.在上述期間，於堂址內進行的崇拜錄像或
實地轉播，可根據《規例》中「在工作地
點為工作而進行的羣組聚集」獲豁免原
則，繼續進行，但以教牧和職員為宜，義
工不宜參與，若有關工作必需義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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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堂會內必須保持每人有 1.5 米的距離及 
防疫措施，包括：進入堂會人士須量度體
溫，消毒雙手，全時間帶口罩，避免握手
等的身體接觸。 
 

 

4.【教會活動】9-10 月份聚會的安排如下： 

12/9 
寶田邨中秋嘉年華 
(取消) 

25/10 改

在 1/11 

聯堂洗禮，因疫情緣故改

為灑水禮視像直播進行。 

 
  5.區聯會舉辦「居危思安」網上講座 

日期：9 月 23 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8:00 以 Zoom 視像進行， 

費用全費。 
講員：康貴華醫生（資深精神科醫生），

內容設有答問環節。 
對象：宣道會各堂會眾 
報名方式： QR Code 網上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0 日 
（本會將於講座兩天前，9 月 21 日， 
向參加者發出確認電郵及登入資料， 
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的海報） 

 
  6. ※【25 週年堂慶風褸/T-Shirt 設計比賽】 

在上周一 31/8 截止，共收到 9 份稿件，
結果於在下主日(12/9)公佈。  
成人組：4 份稿件、 兒童組：5 份稿件 

感謝大家的參與！ 
  

家 員 代 禱 
 

1. ※蔡國榮弟兄的妹妹蔡佩欣，患了鼻咽
癌第三期化療中，求主保守她和家人的心
情，透過治療早日康復。 

 
2. ※姜寶兒姊妹的爸爸姜彼得弟兄，在

19/8 情況轉隱定，已在上週轉往康復大樓
做復康治療。求主醫治憐憫弟兄的病患，
也求主賜下平安給家人的心情。 

 
3. ※吳杰鴻弟兄的母親張麗麗女士，在

22/9-27/9 期間進行心臟起膊器手術，
求主記念一切安排順利。 

 

4.     康文瑤姊妹的爺爺康燕煇先生，  
因水腫和貧血頭暈入院，更換血壓藥後
身體得以穩定，已經出院回到護老院休
養。 

 

差傳事工代禱 
 

1. ※黃金閣的代禱                       
‧至 3/9 當地確診人數增至 995 人，全

國因疫情嚴峻，共有 6500 多間學校停止
上學，人民生活大受影響。鄰近國確診人
數 增至 411 萬人，請迫切祈禱記念。 
 
‧計劃推行愛鄰舍行動，派發 3000 份生
活物資（油、雞蛋等），幫助的貧窮家庭，
並求主透過物資的幫助，他們得著屬天的
祝福及永恆的救恩。 

 
‧神學院去年的畢業生和同工，已經超過
半年沒有獲發薪金，學校也沒有金錢支付
他們。 即使過去數月有不同堂會及個別短
宣隊員有奉獻支援，但財政困境因疫情一
再延遲開課而仍未知何時到盡頭。差會團
隊在當地會繼續嘗試替他們尋找支援和祈

禱中記念。 
 
2. ※澳門的代禱                           
‧求主繼續保守在疫情下，月明師母的父 
親在護老院禁止家人和照顧者入內和探 
訪，求主繼續保守月明的父親在院舍平安
和健康，情緒穩定。 
 
‧澳宣培訓中心求主保守 9 月 6 日的感
恩聚會和結業典禮順利舉行。 
 
‧石排灣以租用餐廳作為崇拜和福音
事工。  
 

‧ 
黑沙環祐漢區福音事工及老人院福
音事工明年安排。  

 

            證 道 內 容            

※            【因為你】          ※ 

證道經文 : 馬可福音 2:1-12 
2:1 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
聽見他在房子裏， 
2:2 就有許多人聚集，甚至連門前都沒有
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 
2:3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用四
個人抬來的； 
2:4 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
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
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來。 
2:5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
子，你的罪赦了。」 
2:6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裏，心裏議論，說： 
2:7 「這個人為甚麼這樣說呢？他說僭妄
的話了。除了  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2:8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裏這樣議論，就
說：「你們心裏為甚麼這樣議論呢？ 
2:9 或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
來！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樣容易呢？ 
2:10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
的權柄。」就對癱子說： 
2:11「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
去吧。」 
2:12那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眾人
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
神，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一) 因為你的行動     （1-4） 
(二) 因為祢的赦罪與醫治（5-10） 
結總：我就回應         (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