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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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楊翠玲 劉穎 葉啟良 丘凱彤 郭麗霞 林智強 梁皓貽 劉曉彤 

17/2 早上 
10：30 

區伯平 
牧師 麥頌明 康文瑤 招玉鳳 陳烈榮 葉美媚 蔡德國 林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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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周伙喜 
陳靜儀 

【合堂崇拜】 
李兆維傳道 

葉嘉霖 
程淑敏 

雷偉洪 

17/2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楊雅敏 
林智強 

【與神摔跤】 
李兆維傳道 吳禮恩導師 

蔡玉冰傳道 蔡金蘭    
鄧潔賢 (BB) 

                     ※  本週獻花： 蔡德國家庭   郭麗霞    ※ 
(3/2)崇拜出席人數：成人63  少崇26人  兒童23    合共:112人  遲到 :1 5人  

※【優先化的愛】 ※                       
可 12：28-34 

關係是美好，亦會令人痛苦。在我們人生舞台上，這兩種狀況都是不斷交替著。 
有一對夫婦阿儀和樂冰結婚數年恆常返教會，關係卻十分穩定。有一天丈夫樂冰

突然腦出血，令他們的思緒一下子崩潰了。治療過程中當太太看見醫生送丈夫入手術
室時，就可能他的餘生都會處於半清醒狀態。阿儀便向陪伴的牧師說：神總有計劃，
無論付上甚麼代價，我都矢志不渝地愛樂冰。 

樂冰在手術室後，阿儀也守諾言，對他不離不棄。一日復一日，阿儀坐在樂冰身
旁對他說：我會繼續照顧你放心吧！因著阿儀的愛有出乎意料地令樂冰康復過來。縱
然他說話仍有點含糊不清，他開始運用雙手和雙臂，沒有任何扶助之下自己行走出第
一步，他們每週在教會裡，好像散發愛光芒的夫婦，憑著從上而來的愛克服一切困難；
她以勇氣和信靠神壓倒一切困難，令人敬佩的典範。曾有照顧樂冰護理員都把他的生
命視為神蹟。因他們最大的神蹟並不是他的身體得以康復，而是他們的愛在人生舞台
上即使很糟糕，而他們仍然決定繼續去愛。阿儀以無私的心去愛對方。而樂冰則選擇
接受和回報阿儀的愛，放下自憐的心態克服疾病帶來的困難，彼此活出愛的生命。 

關係中充滿了驚喜和困難。耶穌降世已經清楚表明，祂明白我們在關係中所經歷
的驚喜和痛苦，因祂親身經歷過身體和關係的痛楚。最值得留意就是人們都喜歡向耶
穌提問，甚至與祂意見分岐的人又以問題來設圈套陷害祂，當中也有一位站在遠處的
文士提出問題：「在所有的誡命中，那一條是最重要？」而耶穌以耐心地耹聽他的問
題而(回答 Shema)，第一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接著第二就
是…要愛人如己。耶穌回答他們的內容，是針對處理關係為最重要，毫無疑問的是要
指與神關係在於首要的位置，接著就能夠有助人與人的。 

盼望我們在生活中，多思想所作的事情，是否幫助我們建立與神、與人的關係，
盼望一同閱讀此書，彼此透過「耶穌教我關係之道」，幫助我們進入豐盛的屬靈生命
關係裡，從「優先化→行動化→不僵化→真實化→僕人化和→推己及人化」，彼此建立
守望相愛的關係，活出一個充滿真愛的使命群體。 

 

節錄霍利德牧師《40 天學真愛：耶穌教我關係之道》福音證主協會出版，2011 年 18-21 頁。                                                                   

                                                                    沈志光傳道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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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8………………………… 主  席 

 禱  告 ………………………………………………………………… 主  席 

＊ 詩歌頌讚 ………………………『救恩降臨』…………………… 主  席 

  『至高尊貴的祢』『是祢應許』『耶穌，我感謝祢』  

 經文誦讀 ………………………申命記 2:1-8………………………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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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與我們走下一里路的上帝】………………… 沈志光傳道 

       經文 : 申命記 2:1-8  

 詩歌回應 ………………………『求將主愛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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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散              會     歌 …………………………『不要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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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聖餐)主日崇拜詩歌~『改變生命的神蹟』 
『唯有耶穌 (粵)』『只因愛』『燃動生命』『獻給我天上的主』 

『虔守主餐』『燃動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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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17/2【聖餐主日】，由區聯會顧牧長區
伯平牧師證道和主領聖餐，請大家預備心

靈記念主的愛。 
 
2. 2-4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時間席: 

崇拜後設有【小點茶聚】，鼓勵大家崇拜 
後多留片刻彼此分享和祈禱。 

 

 

 

3.【2019 年 1 至 3 月基教部課程】安排如下： 
課程 內容 

靈命活潑在 
【詩篇上】 

   共 6 堂 
導師：沈志光傳道 
 
地點禮堂講台前 
時間：12:15-1:15 

 

內容：透過智慧詩、申訴
詩、信心之歌等， 
塑造個人的心靈，從
個人靈修到生活體
驗，建立得力豐盛的
人生。 

對象：有興趣認識聖經 
日期： 6/1、20/1；24/2；

3/3、10/3、31/3 
 

家 員 祈 禱 

1. ※楊翠玲姊妹的媽媽 ，盛素貞姊妹在 3

月安排左腳換膝蓋手術，現在逢周五進行

做手術前物理治療，有助手術後康復的 

進度， 請祈禱記念。 

2. ※周伙喜弟兄在早前完成了多個身體的

檢查，預計在二月中約見腫瘤科醫生，請

祈禱記念弟兄和家人滿有主的平安，讓醫

生有合適的治療。 

3. ※黃震國堂委的母親梁麗琼姊妹，在上

周一 28/1 順利完成手術，現在可以用喉

管飲奶和自行呼吸，雙手開始有力，曾有

數次睁開眼睛。希望他早日有意識與家人

對話，腦壓繼續減低，身體不受細菌感

染，仍有少許發燒，請祈禱記念。 

4.※葉啟良弟兄的母親，劉玉英姊妹早前
因身體不適入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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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產姊妹 :  

＊蔡婷婷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3/2019

＊陳樂欣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5/2019 

＊杭思恒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5/2019 

求主保守各位待產姊妹身心靈及胎兒健康。 

 

區聯會活動代禱 

1. 【宣道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現招募賣

旗儀工，主題「長幼樂聚 全人關愛」 

日期：13/4（周六） 

截止報名日期：10/3 主日 

報名方式：以教會團體報名，可選擇以下

報名方式參與： 

（一）「親子」賣旗儀工報名表 

參與賣旗家長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每位

成人只能攜同一位 13 歲或以下的小童協

助賣旗。 

（二）「社會服務」賣旗儀工報名表 

參與賣旗儀務人員必須年滿 14 歲或以上。 

大會將為所有參與賣旗人士購買保險以作

保障。 

    ※詳細資料請參閱報名表內容※ 

 

宣教士及差傳事工代禱 

1. 澳門福音事工代禱：  

（一）黑沙環祐漢區(吳金煌牧師、吳
劉月明師母)：繼去年 12 月嘉年華
會之後，同工會繼續落區視察，探
討和接觸當地居民。 
（二）石排灣區(專責同工：郭麗思傳
道)：期望今年下半年能覓得合適的
地方作為堂址，發展目前已有的長
者及兒童事工。 

 

2.【屯元天印尼關愛事工】新傳道同工 Suarni  

Yahya 在本周六 19/1 來港，求主保守他在

香港的適應，他的辦公室將安排在元朗

基福堂，也有錦繡堂印尼言牧師作督導

和同行，求主保守他早日適應投入牧

養，和向在港的印尼工人關懷佈道，建立

他們在多堂多點的地區中成長。 

 

 

             證 道 內 容             
※   【與我們走下一里路的上帝】    ※ 

證道經文 : 申命記 2:1-8 
 
2:1「此後，我們轉回，從紅海的路往曠 

野去，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我的。我們 

在西珥山繞行了許多日子。 

2:2 耶和華對我說： 

2:3『你們繞行這山的日子夠了，要轉向 

北去。 

2:4 你吩咐百姓說：你們弟兄以掃的子孫 

住在西珥，你們要經過他們的境界。 

他們必懼怕你們，所以你們要分外謹 

慎。 

2:5 不可與他們爭戰；他們的地，連腳掌 

可踏之處，我都不給你們，因我已將 

西珥山賜給以掃為業。 

2:6 你們要用錢向他們買糧吃，也要用錢 

向他們買水喝。 

2:7 因為耶和華－你的上帝在你手裏所辦 

的一切事上已賜福與你。你走這大曠 

野，他都知道了。這四十年，耶和華 

－你的上帝常與你同在，故此你一無 

所缺。』 

2:8「於是，我們離了我們弟兄以掃子孫 

所住的西珥，從亞拉巴的路，經過以

拉他、以旬‧迦別，轉向摩押曠野的

路去。 

 

申命記第 2 章的結構 

摩西重述神的信實：從加低斯到摩押 

（1）不要與以東爭戰 2：1-8 

（2）不要與摩押人爭戰 2：9-15 

（3）不要與亞捫人爭戰 2：16-23 

（4）打敗希實本王西宏 2：24-37 

 

 

日期 內容 

裝

備 

月 

3/2 

20/1派發2019教會事工手冊 

3/2 會友大會，在崇拜家事報
告開始進行 11：45-12：30 

 
16-17/2 

 

16/2 周六研經會 

【立已立人的使命兵團】 

下午 4：00-6：00； 

下午 7：00-8：30 

在建榮商業大廈 9 樓 

17/2 周六領袖退修日 

崇拜後至 2：00 

講員：區伯平牧師主領 

在商會中學禮堂舉行。 

17/3 
家長專題：與子女同行的妙法 

下午 12：30-2：00 

講員：郭奕宏牧師 

24/3 
如何持續建立佈道的小組 
下午 12：30-2：00 
短宣中心同工主領 

禱

告

月 

14/4 
聯堂洗禮下午 2-5 時 
（詳情容後公佈） 

19/4 
受苦節崇拜下午 3：30 – 5:00
在建榮商業大廈 9 樓 

21/4 
復活節福音主日 

講員：萬得康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