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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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早上 
10：30 

黃永強 
牧師 

馬耀邦 李淑敏 郭麗霞 陳月桂 陳明珠 林智強 李俊良 黎潔雯 

10/3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楊翠玲 劉穎 何穎詩 丘凱彤 張清娥 陳延輝 葉啟良 楊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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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陳明珠 
招玉鳳 

【户外周】 
李兆維傳道 吳杰鴻導師 

葉嘉維   
劉曉彤 

羅傳禮    
蔡國榮 (BB) 

10/3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陳靜儀 
陳玉梅 

【情緒是友? 是敵?】 
李兆維傳道  

葉嘉霖   
程淑敏 

雷偉洪    
鄭莉華 (BB) 

                     ※  本週獻花： 何澄溢伉儷   多加組    ※ 
(24/2)崇拜出席人數：成人崇拜 69人  少青崇拜30人   兒童25人   合共:124人   遲到 :6人  

講道筆記:【吸引人來到主跟前】 
信息重點 
 
 
 
 
 
 
 
 
 
 
默想反思 
 
 
 
 
 
 
祈祷回應 
 
 
 
 
          
 

※鼓勵會眾在小組分享及彼此代禱※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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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3:16………………………… 主  席 

 禱  告 ………………………………………………………………… 主  席 

＊ 詩歌頌讚 ………………『顯現期末主日-更認識主』………………… 主  席 

  『唯有耶穌(國)』『更深渴慕祢』『只有祢永恆的主』  

 經文誦讀 ……………………希伯來書 10：19-25……………………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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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吸引人來到主跟前】…………………… 黃永強牧師 

       經文: 希伯來書 10：19-25  

 詩歌回應 ………………………『從歲首到年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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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主賜福保護您』………………………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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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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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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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主日崇拜詩歌~『大齊期第一主日 - 榜樣』 
『至高尊貴的祢』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國)』 『忠心至死』                   

『在天上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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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 17/3 舉行，誠邀 

建道神學院拓展部總監郭奕宏牧師蒞臨本堂

證道及施聖餐，請各位弟兄姊妹預備心靈。 

 

2.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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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部【行街頭唱詩及派單張活動】 

日期:13/4 (週六) 晚上 6:00 

地點:良景邨 

現招慕唱詩隊員一同以詩歌參與事奉， 

請到司事枱報名及查詢可向蔡傳道聯絡 

  練習日期：10/3,  31/3,  7/4 (主日) 

  時    間：下午12:30-1:30 

＊歡迎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4※【聯堂洗禮】定於 14/4 主日下午 3:00 

在屯門堂舉行，申請者必須出席本堂崇拜 

達一年或以上，年齡十四歲或以上；凡有 

意申請洗禮弟兄姊妹，必須出席四堂課堂 

及個別約見。而轉會者必須出席第四堂的 

課堂和個別約見，經約見後才通知是否接 

納申請。截止報名日期：10/3，詳程可向 

沈傳道查詢。 

 
5.【2019 年 1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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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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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共九堂 

導師：蔡玉冰傳道 
地點：建榮商業   
大廈 907-908 室 
時間(晚上)： 

8:00-9:30 

內容：持定元首、活出基督 
對象：信徒 

 
日期：25/4-27/6  

(6/6 除外，星期四) 
 

 

家 員 祈 禱 
1. ※黃震國堂委的母親梁麗琼姊妹在 19/2

安息主懷; 有關安息禮的詳情如下: 
安息禮拜日期：15/3; 晚上 8 時正 
出殯日期：16/3 
地點：沙田寶福紀念館 3 樓 B 堂福海堂 

請祈禱記念震國及家人的心情。 

2. ※楊翠玲姊妹的媽媽 ，盛素貞姊妹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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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各項安排順利。 

3.（職青牧區）蔡婷婷姊妹在 18/2 剖腹誕

下 3.4kg 男嬰，求主保守在家休養。 

4.周伙喜弟兄在周三 13/2 約見腫瘤科醫

生，經檢查後身體的腫瘤細了，感謝大

家的代禱。請繼續祈禱記念有合適的治

療安排。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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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珮欣姊妹（職青牧區）的情緒病及腦癎 

症仍在家休息，近日情緒不穩，亦有各

科覆診和檢查，求主幫助並賜下平安完

成各項檢查；丈夫黃錦銘弟兄身體疲

倦，求主額外加添能力。 

7.待產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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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事工及宣教士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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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來港上任，求主保守

他在香港的適應，辦公室將安排在元朗基

福堂，這位同工有錦繡堂印尼言牧師作督

導和同行，求主保守他早日投入牧養，可

向在港的印尼工人關懷及佈道，預計以借

用堂會作多堂多點的擴展。 

 

 

             證 道 內 容             
※     【吸引人來到主跟前】     ※ 
證道經文 : 希伯來書 10：19-25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 

然進入至聖所，  

10: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 

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 

的身體。  

10: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 

10: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 

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 

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 

10:23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致 

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10:24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 

善。  

10:25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 

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 

( - 原文是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 

當如此。 

  
 

日期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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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4 

 
聯堂洗禮下午 3-5 時 

19/4 

受苦節崇拜（周五） 

時間: 下午 3：30 – 5:00 

地點: 建榮商業大廈 9 樓 
907-908 室 

21/4 
復活節福音主日 

講員：萬得康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