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言扎根，服侍更新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日/月) 地點/時間 講員 主席    司琴 場地組/投影片 

8/3 
建榮堂址   

早上 10：30 

畢德富牧師 楊翠玲     劉穎 姜寶兒 

15/3 黃永強牧師 伍仲安 劉穎 李俊偉 

家事報告：沈志光傳道 司事/數點奉獻：郭麗霞、旋佩珊 

 ※因著減低會眾感染武漢肺炎原故，除了主日崇拜外，其餘聚會和課程轉為網上進行。※ 

(1/3)崇拜出席人數：成人24人      遲到：0人  
「耶和華啊，求祢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懇求，憑祢的信實和公義應允我。」  

詩篇143:1 

【上帝的揀選沒有離開】 

經文︰出埃及記四 8-15 
8 上主對摩西說：“如果他們不相信你，不信頭一個神蹟，也會信第二個神蹟。 

9 行了這兩個神蹟後，如果他們還是不相信你，或不聽你的話，你就從尼羅河裡取些水

倒在乾地上，尼羅河的水就會在乾地上變成血。”10但摩西懇求上主說：“主啊！我不

是有口才的人，我從來就不是，現在也不是，儘管你對我說了這些話，我還是舌頭打

結，語無倫次。”11上主問摩西：“是誰造了人的口？是誰使人說話或不說話，聽見或

聽不見，看見或看不見呢？不都是我—上主嗎？ 

12 現在就去！你說話的時候我必與你同在，指示你該說的話。”13但摩西再次請求：“主

啊，請你差遣別人去吧！”14上主就對摩西發怒說：“好吧，你哥哥利未人亞倫怎麼樣？

他很有口才，看！他正啟程來看你，見到你他一定很高興。15 你要跟他說，把要說的

話告訴他。你們說話的時候，我必與你們同在，指示你倆該做的事。”  

面向自我 
讀出埃及記第四章，絕對能理解為甚麼第 14 節說上帝發怒，因為摩西聲稱以色列

人不會相信他，於是上帝給了他杖變蛇、手生痲瘋和倒水為血三個神蹟，摩西仍然說
自己沒有口才，上帝應許賜他口才後，摩西還是說“主啊，請你差遣別人去吧！”上帝給
摩西這麼多神蹟和應許，你想上帝希望差遣誰呢？不就是摩西嗎！摩西竟然這樣推卻
上帝的邀請，上帝不發怒才怪。 

再讀下去，我們不能不佩服上帝的包容，他雖然發怒，仍願意讓亞倫幫助摩西。如
果上帝也呼召你去完成一件事，而你覺得自己不足，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連摩西也
有膽怯的時候；不過，你必須記得，上帝若定意打發你，他一定會給你應許，肯定你
的感動是從他而來。 
如果上帝的感動和肯定一再臨到你，你就不要推卻了，上帝既然定意差遣你，他一定

會像幫助摩西那樣，使你有能力去完成他所託付的工作。 

默想︰出四 12“現在就去！你說話的時候我會與你同在，指示你該說的話。如果上帝要

差遣我，他會補我的不足，我不用懼怕。 
資料節錄於《聖經•新普及譯本》，漢語聖經協會出版。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零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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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4:4…………………………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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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大齋期第二主日-上帝的話是活的》…………… 主  席 

  『一首讚美的詩歌』『祢的話』『認定祢』  

 經文誦讀 …………………使徒行傳 1: 8；2 : 41-47…………………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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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疫境求全】……………………… 畢德富牧師 

  證道經文 : 使徒行傳 1: 8；2 : 41-47  

 詩歌回應 …………………………『祢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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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畢德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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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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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3 主日崇拜詩歌 ~{大齋期第三主日-時刻禱告，貼近上主}~ 
『榮耀都歸神羔羊』『每天的禱告』『主禱文』『是為了我罪』『祝福您天天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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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原定今天崇拜證道講員曾湛光牧師（加

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副總幹事），因他早

前發現患了胰臟癌需要回國治療，故此改

由畢德富顧問牧師證道，請繼續祈禱記念

曾湛光牧師未來治療的安排。 

 

2. 因著疫情原故，教育局已在 24/2 公佈中  

小學校復課日期延期至 20/4 復課，本堂 

聚活有以下改動及安排： 

 
•【會友大會】將改在 29/3 主日崇拜的 

家事報告中舉行時間上午11:45-12:30，設

實體及網上視像同步進行，鼓勵會眾一同

出席參與，並為教會未來的發展代禱。 

 

•【主日崇拜】由 23/2-19/4 主日起改在

建榮商業大廈 907-908 室進行，並以媒體

在教會網頁同步進行直播。預計 26/4 回

複在中學崇拜。 

•本堂各牧區的【小組及聖經課程】，將

透過媒體網上視像直播進行，有助彼此交

流。 

•【組長會】於 22/3 下午 3:00-4:00 舉

行視像會議，請各組長預留時間參與。 

•會眾若參與教會崇拜時，必須配戴上 

口罩、勤洗手，保重個人的衛生。 
 

＊＊教會將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及政 

府指引作出應變的安排。＊＊ 
 
3. 【聖餐主日】定於15/3主日舉行誠邀元基

堂堂主任黃永強牧師證道及施聖餐，請會
眾預備心靈記念主的大愛。(請提前到建榮
會址索取聖餐套杯)。 

4. ※【聯堂洗禮】原定 12/4 主日，因著

疫情原故，將會容後公佈未來安排。申

請者必須出席本堂崇拜一年或以上，年

齡 14 歲或以上 ( 18 歲以下須有家長或

監護人同意) ；凡有意申請洗禮弟兄姊

妹，必須出席所有課堂及個別約見。而

轉會者必須出席第四堂和個別約見，經

約見後才通知是否接納申請。詳情可向

沈傳道或堂委會成員查詢。 

 

5. 【基教部2020年1-4月新的課程】安排，

五人或以上報名才開班。 

課程 內容/主題 
日期：1/3、22/3、

5/4、26/4(主日) 
時間：改在下午 

2:30-3:30  

詩篇選讀 12 篇  
【靈命活潑在詩篇 I】 
導師：沈志光傳道 

形式：網上視像進行 
內容：詩篇是詩歌，也是禱告。詩篇向
我們呈現的是甚麼？透過詩人內心世
界的禱告，包括的主題「分心、禍患、
疑惑、恐懼、仇恨、創造、罪、拯救
第…」帶進個人的禱告裏仰望神，學
習認識個人內心世界充滿甚麼？從而
轉化個人的屬靈生命，才能夠在這灣
曲悖謬的世代中彰顯祂的美意。 

日期： 11/3、25/3、

8/4、22/4、13/5、

27/5、10/6、24/6、

8/7 

時間：晚上 7:30-9:00 

每月第二和第四 

周三晚上舉行 

【啟示錄】 
導師：蔡玉冰傳道 
內容：把基督的身

分完全地啟示出

來，給信徒以警告

和盼望 

形式：網上視像進行 

 
家 員 代 禱 

1. ※戚小彬姊妹（婦女牧區）於 24/2 安 
息主懷，安息禮於 13/3 (五) 下午 2:00 
在屯門醫院集合，乘坐旅遊巴前往粉嶺 
和合石火葬場進行安息禮。求主安慰家 
人的心靈。 

 

2. 葉啟良弟兄（職青牧區）的太太丘凱彤 

姊妹預產期 8/4，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香 港 代 禱 
 

1. ※因著社會運動及疫情持續影響，求主
保守中小學停課至20/4期間，讓家長有
著智慧與子女同行。亦求主保守青少能
專心預備參加30/3-5/4中學高級文憑試

(DSE) ，帶領和保守他們能夠有好的預
備，在學業上榮耀主名。 

 

2. 政府已公佈公務員逐步恢復服務，求主
保守各方面安排得合宜，以免引發更大
規模的疫情在社區爆發。 

 

3. 因近日社會運動和疫情持續的影響，香
港經濟帶來商舖、食肆等大受打擊，引
起結業朝影響著各家庭經濟的生活，請
為香港經濟前景代求。 

 

4.新型肺炎肆虐全國，全球各地確診個案亦
持續增加。求主使疫情受控，也讓患病的
得到醫治。又願各地專家早日找到醫治的
良方，遏止疫症的蔓延。 

 

 

差傳事工代禱 

 

1. ※黃金閣代禱 

•一千個口罩在 24/2 已經送到當地，已分

配給各聚會點，求主保守同工團隊再訂多

二千口罩盼能一切順利，求主加力給彭牧

師的同工團隊在艱難的時期，能去到各群

體當中的服待，將救恩和平帶進人的心

裏。 

 

2.※澳門代禱 

•澳門的疫情已經緩和一些，教會在主日

帶備消毒物資及一些食物，前往石排灣關

心小組的長者。過程中發現大部份長者也

消瘦了和精神也差了，因沒有社交活動留

在家中有所影響。請繼續為教會的服事祈

禱，讓長者感到多點關懷支持。 

 

 

            證 道 內 容            
 ※         【疫境求全】         ※ 
證道經文 : 使徒行傳 1: 8；2 : 41-47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 

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

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

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

接，擘餅，祈禱。  

2:43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

神蹟。 

2:44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2:45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

用的分給各人。 

2: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

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2:47 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

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