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時間 講員 主席 / 司琴 司事/投影片/音響組 

31/7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容智仁傳道 伍仲安 貝永萍 陳綺菁/鄧巧賢/音響組 

7/8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柴樹良牧師    楊翠玲 李淑敏 何思瑩/陳玉梅/音響組 

日期  家事報告 點數奉獻 少青崇拜~週六下午3:30             兒童牧區 
幼兒級/兒童級/高小級 

31/7 沈志光傳道 
吳玉馨、 
幹事 

30/7【馬太福音 4: 1-11】 
吳杰鴻導師 

31/7 合班崇拜   
蔡玉冰傳道、胡學賢 

7/8 沈志光傳道 
陳玉梅、 
幹事 

6/8【馬太福音 8: 5-13】 
容智仁傳道 

7/8 合班崇拜  
羅傳禮、葉嘉霖 

24/7主日建榮實體崇拜39人；線上崇拜26個單位；兒崇5人；青崇11人 

 週三護老院崇拜20人；週六少青崇拜26人；合共127人 

【宣信行述（三）使命與靈命並行的生命】 
宣信牧師除了在戰亂時期推動大使命的宣教運動，還同時推動靈命進深運

動，於一八八七年成立基督徒聯會（ChristianAlliance），呼籲聯合所有信仰
純正，相信主耶穌是救主、使人成聖的主、醫治的主、再來的王的信徒，彼此
靈裡合一，彼此相交，一同見證主。 

基督徒聯會主要強調只是一個團契，不是一個宣教組織。並非要開創新的
教會或新的宗派，絕無要求信徒離開他們原來成長的教會。宣信牧師說：「我
們不是要跟其他教會對立，而是要幫助她們，使她們更加關心主的心意。此聯
會的組織是極其簡單，只有一個管理委員會，在紐約與各地信徒互相聯繫，以
便合作見證主。」同年，宣信牧師又成立「福音宣道聯盟」
（EvangelicalMissionary Alliance），這聯盟「由世界各地熱心事主的基督
徒，宗旨要把福音傳遍天下。我們希望善用大家屬靈的工具、有效的方法，把
福音傳到世上最缺乏、最被忽略未聞福音之群體中。」宣道會的福音運動就在
此展開，同年差派宣教士來華。 

按時問而論，福音宣道聯會是繼基督徒聯會之後成立的；而據相互的關係
而言，福音宣道聯會是基督徒聯會的屬會，專責宣教的事工。一八八九年改稱
為國際宣道聯會。 
由於基督徒聯會和國際宣道聯會的目標向來相輔相成，而雨者的领袖相同，所
代表的地區亦沒有分别，加上信念一致，所以在一八九七年合併為宣道會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宣信牧師清楚表明，宣道會最主要的使命並非宣揚甚麽特别的道理，而是
救人靈魂，把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並接觸和關懷那備受忽視，以至沒有參加
教會的一群。宣信認定這些都是宣道會的主要事奉與目標。 

由於宣道會開始時本來不是一個宗派，所以成立了八十七年後，到一九七
四年，美國總會才在正式文件上，承認自己是一個宗派。作為宣道會會友，最
重要的就是以行道為先，宣信牧師寫了其中的詩歌內容如下： 
記錄生命聖詩 271 首「忠主託付」。內容強調我們都欠世人的債，應將福音向
別人傳揚，主賜我們恩典慈愛，我們應當與别人分享：最少有一次聽道良機，
倚靠恩主領我的愛，使世人有這盼望得福氣。 

盼望市宣家的會眾，也看重靈命與使命並行的實踐，就能體驗神更多同在。
內容節錄於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出版的《渴想醫治》第 202-203 頁 

基督教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 崇 拜 程 序 表 ※

宣召經文 ……………………………       詩篇 93 : 1-5 ………………… 主 席 

＊＊禱 告 ………………………………………………………主 席 

＊＊詩歌頌讚 …………………『得勝的宣告』……………… 主 席 

『捨尊為我』『我們呼求』 
『忠主所託』 

經文誦讀 ………………    約書亞記 24:14-18 ………………   會 眾 

奉    獻 …………………   先獻己 ‧ 後獻金   ……………… 會 眾 

證    道 …………………【追憶與抉擇】……………………容智仁傳道 

證道經文 : 約書亞記 24 :1-18 

詩歌回應 …………………『信就有希望』…………………會 眾 

迎新問安 ……………………………………………………… 主 席

家事報告 ………………………………………………………沈志光傳道  

＊＊散          會       歌 ………………………『家』………………………會 眾 

 ＊祝 福         ………………………………………………………畢德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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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 主 任：沈志光傳道 
傳   道：蔡玉冰傳道  容智仁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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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主所託，共證主恩

＊7/8 主日崇拜詩歌~~【耶穌的教導-彼此相愛】＊ 

『向至高者讚美』『轉眼仰望羔羊』『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數算恩典』

mailto:tmtc@tmtcchurch.com


本 堂 消 息 

1.【聖餐主日】定於 21/8 舉行，由本
堂顧問牧師:畢德富牧師主領聖餐，
請會眾預備心靈虔守主餐。

2. 【視像月禱會】定於 9/8 周二晚上
8:30-9:30 舉行，鼓勵會眾預留時間
出席參與，彼此緊密守望。

3. 本年【8 - 10 月教會聚會】安排，
鼓勵會眾預留時間參與及祈禱記念。

14-16/8 青少暑期生活營 

14-16/8 兒童基督少年軍營會 

18/9 自立感恩主日崇拜 
主題【回✝️共建神國】 

10：30-12：30 
30/10 四堂聯堂洗禮和轉會禮 

(下午 3-5 時)詳情容後公報 

4.※政府在 26/7 公布，延續現行社交
距離，生效期間為 26/7 至 10/8。     近日
新增個案不斷上升，考慮到疫情發
展，並平衡社會和經濟活動的需要，
政府決定維持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宗
教處所繼續被列入表列處所，現階段
社交距離措施，除獲豁免情況外。 
區聯會就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 599 章）在 27/7    日發出最新指
引，由 28/7 至 10/8 日期間，可在堂
址內進行崇拜和活動： 

(一）教會安排會眾進入時指引如下：

1）八人一組，容納人數不多於場所
上限 85%（即 85 人內）。

2）在實體崇拜同時，也可設有直播
方式同步進行。但不會供應食物
或飲品（聖餐除外）。

3）進入堂址時必須量度體溫、消毒
雙手、全時間戴上口罩、避免握
手等身體接觸。

（二）會眾進入教會時須配合      「安心
出行」有關的要求 《預防及控制疾 
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第 599L 
章）的指引： 

※除獲豁免人士（12 歲以下或持有
豁免證明書外），會眾進入教會。
※須已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除獲
豁免的情況外。進入教會時，可使
用以下方式出示相關接種的紀錄：

（1）以「安心出行」、 「智方便」或
「醫健通」  流動應用程式顯示的
疫苗接種紀錄的二維碼。

（2） 或顯示印在疫苗接種紙上的紀
錄
的二維碼作記錄。

（3）請按 599L 政府規例的要求，確 

保進入時已經完成掃瞄「安心出 
行」   和     「疫苗通行證」才進入。 

(以上指引，歡迎向傳道同工或 
堂委成員查詢。) 

5. ※第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大會，
主題 【永恆的盼望】，將於 1-10/8
舉行，只供網上直播，不設現場聚

會。（請細閱宣傳單張）

 大會網站 Facebook 

差 傳 代 禱 

1. 【澳門】

※石排灣區開展福音工作接觸居民

、長者及兒童，感謝主等候了 8 年

的聚會地方終於出現，求主繼續使

用這地方，叫更多人得聞福音，請

代禱。

https://youtu.be/WOlTyAUMJ9Y

證 道 內 容 
※ 【追憶與抉擇】  ※ 

證道經文 : 約書亞記 24 :1-18 

(選讀經文 : 約書亞記 24 :14-18) 

24:14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 

心實意地事奉他，將你們列祖在 

大河那邊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 

除掉，去事奉耶和華。 

24:15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 

，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 

，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 

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 

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 

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24:16  百姓回答說：「我們斷不敢離 

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 

24:17  因耶和華我們的 神曾將我們 

和我們列祖從埃及地的為奴之 

家領出來，在我們眼前行了那些 

大神蹟，在我們所行的道上，所 

經過的諸國，都保護了我們。 

24:18  耶和華又把住此地的亞摩利人 

都從我們面前趕出去。所以，我 

們必事奉耶和華，因為他是我們 

的 神。」 

https://youtu.be/WOlTyAUMJ9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