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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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  家事報告 
投影片/   

點數奉獻 

10/1 建榮 
聚會點              
早上 

10：30 

徐家耀牧師 伍仲安  李淑敏 場地組 沈志光傳道    10/1   
崇拜事奉 
人員 17/1 姚添壽牧師  葉美鳳   劉穎 場地組 沈志光傳道 

 10/1 司事 :         
崇拜事奉人員 

10/1 及 17/1 幼崇：暫停 、  兒崇(SAC 室)：暫停 、  高崇(205 室)：暫停 

少青崇拜~週六下午
3:30 (建榮聚會點)          

李兆維傳道 
9/1【集合我們的智慧】沈志光傳道；16/1【帶到上帝面前】李兆維傳道 

(3/1)崇拜人數(建榮) 7人(4位同工)、媒體54人；(2/1)少青崇拜(建榮)4人 (1位同工) 、媒體19人 合共84人 

【擁抱痛苦的神】 
回望 2020 年一切盡都是痛苦，苦難成為這一年的常數，悲哀、失望及不安充斥著

全球。活在這個苦難的時代，真的不敢再談甚麼召命與理想，苦難的壓倒性多麼大，
能好好地活著已算是不錯。 

然而，摩西也身處在苦難的時代，他昔日因為不能拯救自己的民族而灰心，只好
在他 40 歲時踏上岳父裏的牧羊生涯。有一天，他如常帶領他岳父的羊群，看見荊棘被
火燒著(出三 2)，在曠野有荊棘被火燒著是一種尋常的自然現象，但摩西卻細心看見荊
棘沒有被燒壞的神蹟(出三 3)。就在這時，他甚至聽見耶和華向他說話(出三 4)，指出
他所站的是聖地(出三 5)。 

耶和華的一句說話是摩西召命的起始點：「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
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出
三 7) 

在這節有三個動詞：「我實在看見(I indeed see)」、「我聽見」及「我知道」，指
出神看見以色列民在埃及所受的困苦、聽見他們的哀聲，也知道他們的痛苦，這便是
Walter Brueggermann 所說的「對痛苦的擁抱」(the embrace of pain)，而神對痛苦的
擁抱便是盼望的起始點，神應許會拯救百姓離開埃及人的手(出三 8)，這種拯救原自神
的「看見」、「聽見」及「知道」(出三 7)，而拯救的任務便交由摩西作代理，這樣，
摩西的召命源自神的「看見」、「聽見」及「知道」，也就是源自「對痛苦的擁抱」。 

我們或會認為苦難已夠苦，還有何力量去談召命？苦難與召命仿佛是對立，這苦
難的時代已奪去很多人的盼望與前途，還有甚麼餘力去談召命？然而，就在這苦難的
世代，神主動的「看見」、「聽見」及「知道」，祂主動擁抱世上的苦難，並在這擁
抱的心懷之下呼召祂的兒女來看祂所看的、聽祂所聽的、知道祂所知道的。原來，正
正在亂世，召命便更顯得真確。 

亂局與不安都是 2020 年的同意詞，我們都如摩西一樣感到失望，他原本選擇牧羊
過活，以為一生就是這樣活了。神卻呼召他走進瘋癲的埃及，為要帶領百姓離開這為
奴之家。亂世是召命的場景，因為神實在「看見」、「聽見」及「知道」世人的苦情，
便呼召祂的兒女來回應。神在不同的年代也會召喚你嗎？ 祝 2021 年平安！ 

 
轉載高銘謙牧師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一 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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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8-10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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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經歷上帝應許＊…………………… 主  席 

  『獻上頌讚』『我還缺乏什麼』『當轉眼仰望耶穌』  

 經文誦讀 …………………… 出埃及記 4 :10 -17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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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因著信】………………………… 
        徐家耀牧師 

  證道經文: 出埃及記 4:10-17  

 詩歌回應 ……………………………『應許』……………………………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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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代表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歡迎參與崇拜之新朋友§ 

 家事    報告 …………………………………………………………………   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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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福 ……………………………………………………………… 
        徐家耀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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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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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主日崇拜詩歌~~活出上帝的愛＊ 
『全地至高是我主』『捨尊為我』『不朽的愛』 
『活著是為我主』『寶貴十架』『賜福與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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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 17/1 主日舉行，誠邀

姚添壽牧師蒞臨本堂證道及施聖餐，請會

眾預備心靈虔守主餐。   

 

2. ※ 【視像月禱會】定於 12 / 1 周二晚上 

8：30-9：30 以媒體進行。 

 

3. ※本年 7 月【市宣家 25 週年堂慶】，為配

合教會的慶典（籌款組）設有精美風褸的

訂購，感謝大家踴躍參與，所訂購的風褸

已送抵本堂，大家可以來教會領取或待疫

情好轉才領取。如有查詢請聯絡本堂幹事。 

 

4.政府在 4/1 公布，維持現行的社交距離措

施十四天，由 7/1 直至 20/1。期間在 599G

章規例下，繼續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多於

二人的羣組聚集，亦繼續撤銷對宗教活動

中羣組聚集的豁免。 

區聯會就《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

集）規例》（第 599G 章）在 5/1 發出最

新指引如下： 

 

‧停止在堂址實體進行多於 2 人 的崇拜和

會眾的活動。主日崇拜、牧區小組和聖 

經課程等，改為視像進行。 

 

 ‧在上述期間，於堂址內進行的崇拜實地

轉播，根據《規例》中「在工作地點為而

進行的羣組聚集」獲豁免，只是教牧和義

工為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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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會【1-2 月】行事曆安排的活動如下： 

日期 內容 

17/1 
崇拜事奉人員分享會 

12:00-1:00 

31/1 
組長會 

2：00–3：30 

28/2 
會友大會及派發事工手冊

(電子版)2：00–2：30 

 

家 員 代 禱 
 

1.※劉玉英姊妹因身體不適，經去年多 

次檢查後，將安排在 27/1 入院進行心 

臟治療手術(通波仔)，求主保守治療和 

手術一切順利。 

 

2.※ 招玉鳳姊妹的堂弟招政禧弟兄於 

5/1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並期望 

能以基督教的儀式進行喪禮。也請祈禱 

記念玉鳳姊妹的潘國榮二姑丈，因癌病 

和肺積水入院治療，過程中決志信主， 

求主帶領潘弟兄前面的治療和各樣安排。 

 

3.吳柱梅姊妹的父親吳禮章弟兄仍在家 

休養，請繼續祈禱記念弟兄身體早日 

康復。 

 

4.徐妙英姊妹因癌病透過藥物治療，現在

進行藥物治療，身體較虛弱在家中休

養，求主賜下平安讓姊妹可以安睡。 

 

 
 

差 傳 事 工 代 禱 
 

1. 澳門的代禱 

‧吳金煌牧師的太太吳劉月明師母的父

親劉燦忠弟兄，在 16/12 凌晨安息主懷。 

劉燦忠弟兄的安息禮如下： 

日期：1 月 10 日（主日） 

時間：晚上 7:00 

地點：九龍殯儀館地下東海堂舉行，翌日

早上舉行火葬禮，求主記念家人的心情。 

 

2.黃金閣的代禱                       

‧黃金閣確診人數已經超過十萬人確診已

經封國一段時間，請祈禱記念。 

‧疫情期間舉行愛隣舍的行動，派出 45

份愛心禮物包給貧苦孤獨被棄的家庭，並

向村民佈道。另一區教會探訪了 60 個貧

窮家庭，送上關懷的祝福，讓不信的居民

看見教會的關愛。求主帶領教會為主作美

好的見證，也期盼日後海外肢體分享資

源，一起同心廣傳福音。 

 

3.本地房角石協會「單車情繫赤子心

2021」籌款活動，為社會服務項目籌募

經費。因為疫情關係，只舉行 B 組活

動，並正接受報名。無論環境怎樣，我

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參與單車籌

款!齊來報名參與! 

B 組: 個人挑戰自選時間路線 

  日期:2021 年 1 月 2-25 日 

   內容: 於 1 月 2-25 日期內，參加者一次

過踏單車完成 10 公里路程。(參加者可按

自己的身體情況完成若干公里) 

路線: 自選時間和路線 

詳情請瀏覽房角石網頁 

http://www.cornerstone.org.hk/tc/new
s.asp?refno=334&Page=1 

 
或按此下載完整報名表格
http://www.cornerstone.org.hk/db/ne
ws/N334-F13-20201104150926.pdf 

 

            證 道 內 容            
※           【因著信】           ※ 

證道經文 : 出埃及記 4:10-17 

 

4:10 摩西對耶和華說：「主啊，我素日

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從你對僕人說

話以後，也是這樣。我本是拙口笨

舌的。」 

4:11 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呢？

誰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呢？

豈不是我耶和華嗎？：30 

4:12 現在去吧，我必賜你口才，指教你

所當說的話。」 

4:13 摩西說：「主啊，你願意打發誰，

就打發誰去吧！」 

4:14 耶和華向摩西發怒說：「不是有你

的哥哥利未人亞倫嗎？我知道他是

能言的；現在他出來迎接你，他一

見你，心裏就歡喜。 

4:15 你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我也要賜

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們所當行

的事。 

4:16 他要替你對百姓說話；你要以他當

作口，他要以你當作  神。 

4:17 你手裏要拿這杖，好行神蹟。」 

http://www.cornerstone.org.hk/tc/news.asp?refno=334&Page=1
http://www.cornerstone.org.hk/tc/news.asp?refno=334&Page=1
http://www.cornerstone.org.hk/db/news/N334-F13-20201104150926.pdf
http://www.cornerstone.org.hk/db/news/N334-F13-2020110415092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