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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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早上 
10：30 

莫澤明 
牧師  

馬耀邦 李淑敏 郭麗霞  賀靜眉 陳月桂 蔡德國 林浩文 劉曉彤 

22/9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SOUL 
POWER 

SOUL 
POWER 

梁皓貽  招玉鳳 鄧麗華 葉美媚 蔡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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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級 

15/9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陳明珠 
林智強  

【時間觀念】 
李兆維傳道 

蔡玉冰傳道   蔡金蘭  
蔡國榮 

22/9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蔡國偉 
吳玉馨  

【愛惜身體】 
李兆維傳道 

葉嘉維   
劉曉彤  

鄧潔賢   
雷偉洪 

                    ※  本週獻花： 招玉鳳  蔡國榮伉儷  ※ 
(8/9)崇拜出席人數：成人崇拜83人  少青39人  兒童 29人   合共：151人   遲到：9人  

聽道筆記：【心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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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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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2…………………………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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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頌讚 …………………{仰望上主，唯一盼望}……………… 主  席 

  『全地至高是我主』『幽谷中的盼望』『耶穌，我感謝祢』  

 經文誦讀 ……………………… 詩篇 73:1-28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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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心裡的力量】………………………… 莫澤明牧師 

  詩篇 73:1-28  

 詩歌回應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會    眾 

 聖    餐 …………………………『生命糧』…………………………… 莫澤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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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的等待』………………………… 會  眾   

 祝    福 ……………………………………………………………… 莫澤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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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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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9 崇拜詩歌 ~ 
『萬代君主』『願祢公義降臨』『信心的等待』 

『耶穌恩友』『願主賜福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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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特別鳴謝】香港宣道會區聯會副總幹   

事莫澤明牧師證道及施聖餐。 

 

2. 【聯堂洗禮】請為著申請者的心志和課

堂裝備代禱，課堂裝備共四堂至29/9，

約見日期為6/10，公報名單將於13/10。 

 

3.【10-12 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 

時間出席： 

日期 內容 

6/10 組長會（中學地下活動室） 

27/10 (聯)聯堂洗禮下午 3 時 

17/11 家事座談會 

15/12 聖誕聯堂福音主日 

29/12 年終愛筵合區同樂日 

 

 

4.【基教部9-11月新的課程】安排如下： 
課程 內容 

 【生命多麼好， 

生活探索班】 
地點：靜思室 
對象： 
有興趣探索人生 
教師： 
沈志光傳道 

時間：12:15-1:15 

內容：由余德淳博士短

片分享，共六堂六個主
題如下： 
1. 無間的溝通 (8/9) 
2. 無怨的親情(15/9) 
3. 無限的本錢(6/10) 
4. 無悔的要求(20/10) 
5. 無憂的餘生(10/11) 
6. 無憾的抉擇(24/11) 

形式： 
透過短片信息，彼此討論和六位人生故
事的分享，讓學員從中反思人生，並在
聖經中尋找何為多麼好的生活。 

歡迎會眾邀請朋友一同參與 
 

家 員 代 禱 

1. 戚小彬姊妹（婦女牧區）現正化療中，

求主憐憫保守並賜力量面對。 

 

2. 李珮欣姊妹(職青牧區)近日情緒波動，

求主憐憫醫治；其丈夫黃錦銘弟兄，身

心靈疲憊求主憐憫加力。 

 

3. ※【同工退修日】在 17/9 舉行，請祈

禱記念，求神讓同工們在退修中得著主

的激勵和歇息，和彼此分享未來領受。 

 
香 港 代 禱 

1. 懇求天父看顧這地賜下和平，使執政掌權
者存謙卑的心聆聽公眾的訴求。        
面對社會的困局，求主賜下智慧，好讓我
們懂得分辨和接收媒體報導，使我們有一
果謙卑的心，學習彼此耹聽與尊重，以包
容和體諒學習守望同行。              
懇求天父將真理的靈充滿祢的兒女，幫助
我們竭力保守合而為一的心站在破口中見
證袮的大能。亦懇求天父讓我們能夠站在
當中為香港代求。讓香港早日能突破目前
的僵局，求袮的救恩與平安，憐憫與醫治
臨到我們當中，重建香港成為公義與平安
之城市。 

宣教士及差傳事工代禱 
 

1.※黃金閣宣教士代禱 

玫瑰和石頭（待名）已經順利回到黃金閣

的地方，求主保守他們的生活與服侍。 

也求主保守牧者和弟兄姊妹有著從神而

來的平安，內戰早日止息，人民可以如常

生活。也求神大能的手在徬徨恐懼的人心

裏動工，讓更多未得之民早日歸信給主。 

 

            證 道 內 容               
  ※        【心裡的力量】        ※ 

詩篇 73:1-28 

~亞薩的詩~ 

73:1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73:2 至於我，我的腳幾乎失閃；我的腳險

些滑跌。  

73:3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

平。  

73:4 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他們的力氣

卻也壯實。  

73:5 他們不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

災。  

73:6 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的項上；  

強暴像衣裳遮住他們的身體。  

73:7 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凸出；他們所得

的，過於心裏所想的。  

73:8 他們譏笑人，憑惡意說欺壓人的話；  

他們說話自高。  

73:9 他們的口褻瀆上天；他們的舌毀謗全

地。  

73:10 所以神的民歸到這裏，喝盡了滿杯

的苦水。  

73:11 他們說：神怎能曉得？至高者豈有

知識呢？  

73:12 看哪，這就是惡人；他們既是常享

安逸，財寶便加增。  

73:13 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徒然洗

手表明無辜。  

73:14 因為，我終日遭災難；每早晨受懲

治。  

73:15 我若說，我要這樣講，這就是以奸

詐待你的眾子。  

73:16 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

難，  

73:17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

局。  

73:18 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

沉淪之中。  

73:19 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他

們被驚恐滅盡了。  

73:20 人睡醒了，怎樣看夢；主啊，你醒了

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  

73:21 因而，我心裏發酸，肺腑被刺。  

73:22 我這樣愚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

般。  

73:23 然而，我常與你同在；你攙著我的右

手。  

73:24 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以後必接我

到榮耀裏。  

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

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73:26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

心裏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73:27 遠離你的，必要死亡；凡離棄你行邪

淫的，你都滅絕了。  

73:28 但我親近神是與我有益；我以主耶和

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

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