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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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馬耀邦 李淑敏 郭麗霞 陳月桂 陳明珠 陳延輝 李俊良 劉曉彤 

9/6 早上 
10：30 

蔡玉冰 
傳道 

SOUL 
POWER 

SOUL 
POWER 

招玉鳳 丘凱彤 張清娥 林智強 葉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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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陳明珠 
林智強 

【神的饒恕】 
 李兆維傳道   吳杰鴻導師 

葉嘉維    
劉曉彤   

蔡玉冰傳道    
蔡國榮(BB) 

9/6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周伙喜 
招王鳳 

【喜樂的秘訣】 
沈志光傳道  李兆維傳道    

葉嘉霖    
程淑敏   

陳靜儀    
鄧潔賢(BB) 

                      ※  本週獻花： 小星星舞蹈學院   ※ 
(26/5)崇拜出席人數：成人崇拜76人   少青27人    兒童 16人   合共：119人   遲到：8人  

聽道筆記：【豐盛的生活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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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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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主耶穌的恩典』………………… 主  席 

  『天地讚美』 『十架犧牲的愛』 『最好的福氣』  

 經文誦讀 …………………申命記 16:1-2、14-17……………………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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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豐盛的生活藍圖】……………………… 沈志光傳道 

       經文 : 申命記 16:1-17  

 詩歌回應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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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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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崇拜詩歌   - 『聖靈降下賜信心』~ 
『這裏有榮耀(國)』 『因著信』 『我要看見(國)』 

『使命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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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16/6主日舉行，由本堂 
畢德富顧問牧師證道及施聖餐，請會眾預備 
心靈領受聖餐。 

 

2. ※【遍傳探訪在寶田】 
今天崇拜後下午 2:30-5:00 在屯門寶田邨寶
田商場二樓202室，浸信會寶田福音堂集合。 
探訪對象：良景及田景邨居民 
程序：2：30-3：00 敬拜禱告及信息 
      3：00-4：30 出隊探訪 
      4：30-5：00 分享探訪及禱告 
請下午 2:20 到達浸信會寶田福音堂集合。 

 
3.【2019 兒童暑期聖經班】 
主題：我是特別的人 
日期：16/7 至 20/7  
對象：3 歲至 10 歲     
時間：上午 10:00-12:00 
內容：詩歌、聖經故事、創意小手工、 

       遊戲、小食製作、戶外活動、茶點等 
地點：建榮商業大廈 9 樓 907-908 室 
費用：$200 

    $150 (30/6 前或第一次參加者) 
 
備註：結業禮在 21/7 主日 10:30-12:00 
         新會商會中學舉行 

 
4.【6 -8 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
時間出席： 

日期 內容 

2/6 遍傳探訪在寶田（參閱第 2 項） 

16/6 主日崇拜(父親節) 
歡迎邀請父親或父親朋友出席 

27/6 澳門攻略(差會部活動) 

7/7 福音主日 

21/7 23 週年堂慶及愛筵 

16-20/7 兒童暑期聖經班 

4/8-6/8 青少暑期生活營 

16/8-17/8 
東莞關愛列車行動 
（參閱第 3 項） 

 

5.【2019年5至6月基教部課程】安排如下： 
  歡迎會眾邀請朋友一同參與。 

課程 內容 

 【生命歷奇 
信仰探索班        

          (上)】 

地點：靜思室 

教師：沈志光傳道 

時間 12:15-1:15 

內容：透過討論和分
享，有系統探索基督教
信仰的意義，得著救
恩，活出豐盛生命。 

對象：有興趣認識信仰 

日期： 9/6、23/6、 

       14/7、28/7 

 

家 員 祈 禱 
 

1. ※戚小彬姊妹(婦女牧區) 於 30/5 開始接
受電療，求主保守姊妹的身體和心靈，帶
領她前面的道路。 
 

2. 冼愛蘭姊妹(成人牧區)，因患末期胃癌，
她在醫院的舒緩病房休養，求主保守姊妹
和家人心情。 

 
3. 葉啟良弟兄的母親，劉玉英姊妹正等待 

16/7 進行心臟通血管的手術，請祈禱記念。 

4. 李珮欣姊妹（職青牧區）因近日情緒波
動，還有各項覆診，求主憐憫與醫治；而
丈夫黃錦銘弟兄身心靈疲憊，求主憐憫並
加添體力精神工作。 
 

5. ※蔡玉冰傳道於 4-6/6 放年假，若有需要
可向沈志光傳道聯絡。 

 
差傳事工及宣教士代禱 

1. ※宣道差會在 27/6（週四）【澳門攻略】
共有 4 位信徒和 1 位同工參與，求主保守一
切行程順利。 

 
行程：由黑沙環宣信教育中心新校舍開幕
禮→黑沙環祐漢區行區祈禱→到石排灣
福音的機遇，請祈禱記念。 
 

2.  ※「宣道差會房角石事工」 
【關愛列車行動2019─東莞小家招募義工計劃】 
日期： 16/8-17/8  (週五及週六)    
地點：  1. 深圳港大醫院  2.東莞小家 
 

目的：  A.  探訪及關心手術後孩子，關心家人 
的身心靈健康。 

B. 透過探訪及關愛活動給受助者感受基 
督的愛，有助康復。 

服待對象： 6-8位腦癱孩子與其家人 
活動內容：人數6-10人，協助腦癱病患家長帶孩 

子出外活動活動。並照顧他們的孩子， 
給予家長稍作休息。 

 備註：  
1.參加者需自行預備交通費、午膳及住宿費用。 
2. 詳情請向蔡玉冰傳道查詢及報名。 

 
3. 黃金閣鯨魚宣教士代禱 

一.言語方面：主要教導一、二年級學生，
仍在物色老師作黃金閣話語的補習，
求神賜智慧和發音準確。 

二.天氣方面：日夜溫差較大，日間太陽
灼熱，晚上較涼。另外，居住的地方
較多大小昆蟲，使身體非常痕癢。 

三. 生活方面：以單車代步，要面對上斜
坡需要鍛練較好的身體。 

 
             證 道 內 容               
※        【豐盛的生活藍圖】         ※ 

  經文頌讀 : 申命記 16:1-2、14-17 
證道經文  : 申命記 16:1-17 

 
16:1  「你要注意亞筆月，向耶和華你的 

神守逾越節，因為耶和華你的  神
在亞筆月夜間領你出埃及。 

16:2  你當在耶和華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
居所，從牛群羊群中，將逾越節的
祭牲獻給耶和華你的  神。 

16:3  你吃這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餅；七
日之內要吃無酵餅，就是困苦餅你
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
世記念你從埃及地出來的日子。 

16:4  在你四境之內，七日不可見麵酵，
頭一日晚上所獻的肉，一點不可留
到早晨。 

16:5  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的各城中，你
不可獻逾越節的祭； 

16:6  只當在耶和華你  神所選擇要立為
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時候，乃
是你出埃及的時候，獻逾越 節的
祭。 

16:7  當在耶和華你  神所選擇的地方把
肉烤了吃( - 烤：或譯煮)，次日早晨就
回到你的帳棚去。 

16:8  你要吃無酵餅六日，第七日要向耶
和華你的  神守嚴肅會，不可做
工。」  

16:9  「你要計算七七日：從你開鐮收割
禾稼時算起，共計七七日。 

16:10 你要照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福，
手裏拿著甘心祭，獻在耶和華你的
神面前，守七七節。 

16:11 你和你兒女、僕婢，並住在你城裏
的利未人，以及在你們中間寄居的
與孤兒寡婦，都要在耶和華你  神
所選擇立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華
你的  神面前歡樂。 

16:12 你也要記念你在埃及作過奴僕。你
要謹守遵行這些律例。」  

16:13 「你把禾場的 穀、酒醡的酒收藏以
後，就要守住棚節七日。 

16:14 守節的時候，你和你兒女、僕婢，
並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以及寄居
的與孤兒寡婦，都要歡樂。 

16:15 在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你當向耶
和華你的  神守節七日；因為耶和
華你  神在你一切的土產上和你手
裏所辦的事上要賜福與你，你就非
常地歡樂。 

16:16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
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華
你  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卻不
可空手朝見。 

16:17 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華你
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