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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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商中) 
10：30 

黃永強 
牧師 

 Soul 
Power 

Soul 
Power 楊雅敏 蔡德國 郭麗霞 

場地組  
組員 姜寶兒 楊雅敏 

26/9 (商中) 
10：30 

游淑儀 
牧師 

麥頌明 康文瑤 李俊良 陳月桂 何穎詩 
場地組  
組員 

蔡國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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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沈志光 
傳道 

林智強 
楊雅敏 傳道部 18/9【雅五 1-6】 吳杰鴻導師 程淑敏 蔡國榮  羅傳禮                

26/9 沈志光 
傳道 

蔡國偉 
吳玉馨 

傳道部 25/9【雅五 7-12】 黃震國導師 程淑敏 蔡玉冰傳道   
李強勝                

12/9成人崇拜55人；兒童崇拜25人；15/9護老院崇拜18人（2人信主）；11/9少青崇拜: 26人；合共124人(遲到23人)  
~  19/9 本主日獻花 : 何澄溢伉儷、 何穎詩 ~ 

【勞碌的再思】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有一件虛空的事：有人孤單無二，無子無兄，竟勞碌不息，
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他說：我勞勞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樂，到底是為誰呢？這
也是虛空，是極重的勞苦。」(傳四 7~8) 

勞碌是一件奇妙的事，它的價值並不取決於它自己本身，在傳道書看來，勞碌做
甚麼及因為它賺取了多少金錢等都不重要，重要是要回答「為誰勞碌」這個問題。當
然，勞碌本身做甚麼及賺多少錢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勞動者的興趣與生活甚
至生存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不是這段經文的焦點，經文的焦點，就是「為誰勞碌」
的問題。 
經文的第 8 節在原文看來是一個句法：「有一」(There is one) ；「沒有二」(There 
is no two) ；「他沒有子及兄」(There is no son and brother for him) ；「他
的勞碌沒有終結」(There is no end for all his toil) 。 

由以上的句法可見，經文講述有一個「有」及三個「沒有」，說明當中的主角只
是孤獨一個人，而這位主角沒有「二」，沒有「子及兄」，而他的工作及勞碌也沒有
終結。這種一個「有」及三個「沒有」的對比反映了很多人的勞碌狀態，就是那些只
為自己而勞碌的人，他一生的勞碌都沒有為到誰，只是為了自己，所得到的勞碌成果
只留給自己，而他的勞碌沒有終結的日子，日復日的勞碌，也沒有人能分享他的成果。
經文提到「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這是一種對現狀的描述，由於這人只是獨個兒勞
碌，也沒有人分享他的金錢與成果，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儲蓄很多金錢，而當他的眼目
望見這些金錢，也不會因為金錢的增多而得到任何滿足。 

這個人勞碌的情況並不一定指這人是單身或沒有親人，而是指一種只為自己而活
的人，或者是那種人的勞碌是只為自己一個的人，這個「一」可以解作單身，也可以
解作孤身，一個人孤獨，不一定他身邊沒有人，而是這人不願意為到任何人而活，他
的勞碌也只為自己勞碌。經文說：「他說：我勞勞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樂，到底
是為誰呢？」在原文看來沒有「他說」一字，在翻譯上可以加上「他不說」，代表此
人不會思想「為誰而勞碌」的問題。然而，當一個人沒有思想「為誰而勞碌」的問題
時，這人便處於一個「極重的勞苦」，當中的「極重」可以翻譯為「不好/邪惡」，
這叫我們明白，若果要在勞碌中得福，就是思想「為誰而勞碌」的問題。因此，傳道
者說明人是一個為他者而活的人，Being-For-Others。「為誰而做？」往往都是最重
要的問題。  
                                                          （轉載高銘謙牧師的文章）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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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4:23 - 24……………………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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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平安在乎主』＊…………………… 主  席 

  『祢真偉大(副)、我神真偉大』『黑暗終必過去』『賜這地平安』  

 經文誦讀 ………………………出埃及記 17:1-7………………………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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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耶和華是否在我們中間呢？】……………… 黃永強牧師       

  經文 : 出埃及記 17:1-7  

 詩歌回應 …………………………『有祢同行』…………………………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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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餐 …………………………『寶貴十架』………………………… 黃永強牧師                             

 家事    報告 ………………………………………………………………… 沈志光傳道                                     

＊ ＊散          會       歌 ……………………………『平安』…………………………… 會    眾                         

 ＊祝       福 ………………………………………………………………… 黃永強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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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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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主日崇拜詩歌~~『明燈的主』＊ 
『萬有都歸祢』『仰望十架主』『耶穌我感謝祢』 

『趁著如今』『永恆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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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特別鳴謝】宣道會元基堂堂主任 

黃永強牧師蒞臨本堂證道及施聖餐。 
 

2.  教會聚會【10 - 11 月】行事曆的安排， 

鼓勵會眾預留時間的參與。 

3/10 教會活動 

【集體遊戲、羽毛球及圓網球】 

12：15 - 1：45 

 
17/10 

【屯門區宣教體驗日】 

（吳金煌牧師與劉月明師母主領） 

14/11 【家事座談會】 

12：00-12：45 

28/11 【組長會】 

12：15-2：00 

 
 

3. 政府在 16/9 發出新聞公布，延續現行

的社交距離延長 14 天，直至 29/9。食

物及衞生局發言人表示：衷心感謝全港

市民一直以來配合各項防疫措施，包括

遵守佩戴口罩的規定等…，令香港在疫

情嚴峻的情況下，仍能保持較為穩定。
但仍有需要維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區聯

會亦有以下指引內容： 

‧教會內聚會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聖餐

除外）。 

‧教會慣常用作崇拜地點的地方，參與人

數限制在該地點可容納場地崇拜人數

的 50%或以下。 

‧堂址內須執行防疫措施，包括：進入舉

行活動聚集地方人士須量度體溫，消毒

雙手、全時間戴上口罩、保持 1.5 米社

交距離、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 

 

 

4.區聯會【9 月份宣訊期刊】鼓勵會眾到 
以下網頁細閱及代禱： 

https://cmacuhk.org.hk/ 

2021/09/09/261-宣訊 

 

 
家 園 代 禱 

 

（一）各部及牧區代禱： 

1. 堂委會： 

求主保守區聯會的跟進，屯門堂推薦本
堂向區聯會申請自立的安排，盼望順利

在本年自立的安排。求主帶領市宣家未
來發展的方向，讓我們更同心成為一間
實踐大使命的差傳教會。 
 

2. 兒童牧區： 

基督少年軍 362 分隊有幼級組 (5 - 7
歲)、初級組 (8 -11 歲)、中級組 (11 
至 18 歲)，求主記念導師和隊員的適 

應，歡迎家長邀請兒童參與，詳情請 
與蔡玉冰傳道聯絡。 

 

（二）肢體的代禱： 

1. ※陳欣榮弟兄在 8/9 星期三進行了換右
腳膝蓋手術，現在家中休息，求主保守
弟兄早日康復，回復正常的生活。 

 

2. 楊雅敏姊妹的媽媽蔡美玲女士，已經出

院回家休養，將安排在 5/10 覆診跟進
早前流出大量鼻血的情況，求主賜下安
平安，早日尋找出病原和合適的治療。 

 

3. 何澄溢弟兄因意外受傷入院治療，求主

保守弟兄視力和面部骨折早日康復，現

時仍需要在家休息。 

 

4.吳柱梅姊妹的弟弟吳炎軒弟兄，因肺部

不適入院，治療期間新藥出現副作用，

沒有胃口進食，現以吊鹽水的治療，求

主保守身體適應藥物的治療。  

 
 

差 傳 及 其 他 需 要 代 禱 
 

1. 【19/10 差傳部長會】，鼓勵各堂會

差傳部同工和部員參與，主題：『轉變中

的〝不變〞』 

目的 ： 成為宣教士與堂會彼此的支援 

時間及形式：晚上 7：30-9：30以 zoom 

或實體形式進行，透過泰國宣教士（線上）

及支持教會牧者分享，幫助我們學習如何

成為宣教士後方的支援。詳情請與沈志光

傳道聯絡。 

 
 

2.宣道道差會【共建 「靜修恩園」】 

期盼成為宣教士得力的家園。發展為「多

功能宣教中心」有助宣教人員靜修場所、

訓練中心及本地跨文化教會等，代禱如

下： 

‧已進行向屋宇署申請設計圖則諮詢及稍

後向地政署申請地契修改及補地價的諮

詢，請切切記念。 

 

‧為籌建委員會、工程督導委員會及籌款

小組各成員禱告，求主賜智慧，加力給

團隊，與工程及顧問公司有美好合作。 

 

‧9月 22日共有 100 位弟兄姊妹報參與本

地宣教行的活動，請祈禱記念天氣、活

動安排、異象分享。 

 

            證 道 內 容            

※   【耶和華是否在我們中間呢？】   ※ 

經文 : 出埃及記 17:1-7  

 

17:1 以色列全會眾都遵耶和華的吩咐，

按著站口從汛的曠野往前行，在利非訂安

營。百姓沒有水喝， 

17:2 所以與摩西爭鬧，說：「給我們水

喝吧！」摩西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與

我爭鬧？為甚麼試探耶和華呢？」 

17:3  百姓在那裏甚渴，要喝水，就向摩

西發怨言，說：「你為甚麼將我們從埃及

領出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並牲畜都渴

死呢？」 

17:4  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說：「我向這百

姓怎樣行呢？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

我。」 

17:5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裏拿著你

先前擊打河水的杖，帶領以色列的幾個長

老，從百姓面前走過去。 

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裏，站在你面

前。你要擊打磐石，從磐石裏必有水流出

來，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

長老眼前這樣行了。 

17:7  他給那地方起名叫瑪撒(就是試探

的意思 )，又叫米利巴 (就是爭鬧的意

思)；因以色列人爭鬧，又因他們試探耶

和華，說：「耶和華是在我們中間不是？」 

https://cmacu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