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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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游淑儀牧師 SOUL POWER  (敬拜隊) 郭麗霞/李俊良/音響組 

24/7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蔡玉冰傳道 葉美鳳 劉穎 招玉鳳/姜寶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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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沈志光傳道 
招玉鳳、 
幹事 

16/7【馬太福音 3:1-12】 
何令信組長 

17/7 合班崇拜   
程淑敏、蔡玉冰傳道 

24/7 沈志光傳道 
賀靜眉、 
幹事 

   23/7【新約綄覽】 
沈志光傳道 

24/7 合班崇拜  
李強勝、葉嘉霖 

10/7主日建榮實體崇拜35人；線上崇拜26個單位；兒童崇拜13人； 

 週三護老院崇拜(28人)；週六少青崇拜29人；合共131人 

※ 17/7本聖餐主日插花司事
       
:

       

康文瑤~獻花：陳成基、黃震國、黄志偉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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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七日
※ 二 十 六 週 年 堂 慶 崇 拜 ※

  ~~程 序 表~~ 
  宣召經文 …………………………       詩篇 8 6 : 8 -10 ………………… 主 席 

＊＊禱 告 ………………………………………………………主 席 

＊＊詩歌頌讚 …………………『以恩典為冠冕』……………… 主 席 
『我們在天上的父』『得勝的宣告』 

『以恩典為冠冕』 

經文誦讀 ……   使徒行傳  1:3–8，14；2:1-5，41-47……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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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分享、短片播放………………陳烈榮伉儷 

證    道 ………………【新時代．新群體】…………………游淑儀牧師 

證道經文 : 使徒行傳 1-2 章 

詩歌回應 ……………………『吃苦開荒』……………………會 眾 

＊聖 餐         ……………………『寶貴十架』……………………游淑儀牧師 

迎新問安 ……………………………………………………… 主 席 

家事報告 ………………………………………………………沈志光傳道  

＊＊散          會       歌 …………………『以恩典為冠冕』…………………會 眾 

 ＊祝 福         ………………………………………………………游淑儀牧師 

……………………【會友大會】……………………堂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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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主日崇拜詩歌~~【得勝的同在】＊ 

『祢是配得』『幽谷中的盼望』『求祢施恩帶領』 
『願祢國度降臨』『榮耀里程』 

mailto:tmtc@tmtcchurch.com


本 堂 消 息 
1.【特別鳴謝】宣道會屯門堂堂主任
游淑儀牧師蒞臨本堂證道及施聖餐。

2. 2022 年【7 - 8 月】教會聚會安排，
鼓勵會眾預留時間參與及祈禱記念。

17/7 
26 周年堂慶主日 
主領 : 游淑儀牧師 

【會友大會】12：05-1：05 

30/7 
【屯門區宣教導賞團】 

路線主題：青山鄉民的光和鹽 
時間        : 週六下午 2：00-5：00 
目的：實地講解昔日宣教士走 
過的足跡，從前人為主所擺上 
成為今日的使命和祝福。 

 合辦機構：香港華人福音普傳會 
（名額 : 限 20 人內） 

14-16/8 青少暑期生活營 

14-16/8 兒童基督少年軍營會 

3.※政府在 14/7 公布，延續現行社交
距離，生效期間為 14/7至 27/7。     近
日新增個案在四位數字徘徊，現時留
院接受治療確診者亦接近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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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日發出最新指
引，由 14/7 至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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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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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黃金閣】
※當地宣佈因安保緣故，無限期禁
止市民乘坐電單車，違令將會被捕
和罰款。當地居民大多使用電單車
及三輪車代步，禁用後市民出行往
來極為困難，甚至返教會崇拜和聚
會也面臨挑戰。
※學校教會的同工需回國照顧母親，
在七月底離職，願主帶領合適同工，
與余牧師夫婦配搭，牧養學生成長。 

證 道 內 容      
※   【新時代．新群體】   ※ 

證道經文 : 使徒行傳 1-2 章 
（選讀 1:3–8，14；2:1-5，41-47） 

(和修版) 

1:3 他受害以後，用許多確據向使徒 
顯明自己是活着的，在四十天之 
中向他們顯現，並講說 神國的事。 

1:4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  

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但 
要等候父的應許，就是你們聽見 
我說過的。 

1:5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過了不多幾 
天，你們要在聖靈裏受洗。」 

1: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主啊 
，你就要在這時候復興以色列國嗎？」 

1:7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着自己的權
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可
以知道的。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
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
的見證。」 

1:14 這些人和幾個婦人，包括耶穌的母
親馬利亞，和耶穌的兄弟，都同心
合意地恆切禱告。 

2:1 五旬節那日到了，他們全都聚集在
一起。 

2:2 忽然，有響聲從天上下來，好像一
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
座屋子； 

2:3 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現，分開
落在他們每個人身上。 

2:4 他們都被聖靈充滿，就按着聖靈所
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2:5 那時，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
太人，住在耶路撒冷。 

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都受了洗；那
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2:42 他們都專注於使徒的教導和彼此
的團契，擘餅和祈禱。 

2:43 眾人都心存敬畏；使徒們又行了許
多奇事神蹟。 

2:44 信的人都聚在一處，凡物公用， 

2:45 又賣了田產和家業，照每一個人所
需要的分給他們。 

2: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聖殿
裏敬拜，且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
坦誠的心用飯， 

2:47 讚美  神，得全體百姓的喜愛。主
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https://youtu.be/WOlTyAUMJ9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