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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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早上 
10：30 

李兆維 
傳道 

伍仲安 康文瑤 林智強 招錦光 陳成基 楊嘉駒 李俊偉 邱嘉寶 

17/11 早上 
10：30 

徐家耀 
牧師 

SOUL 
POWER 

SOUL 
POWER 

葉嘉維 招玉鳳 劉玉英 吳玉馨 余敏華 蔡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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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級 

10/11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招玉鳳 
陳明珠 

【撒種與得勝生命】 
沈志光傳道  

葉嘉霖   
劉曉彤 

鄧潔賢    
雷偉洪 

17/11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楊雅敏 
林智強 

【尋伴侶的法則】 
李兆維傳道  

蔡玉冰傳道   蔡金蘭 
袁皓智 

                      ※  本週獻花： 黃震國伉儷   姜寶兒  ※ 
(3/11)崇拜出席人數：成人崇拜75人、少青45人、兒童 17人 合共：137人  遲到：13人  

    【試驗】        
現今社會局勢動盪，香港教會也面對一種前所未有的衝擊。大家不單對事態的立場各
有不同，個人情感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不少人因此避開聯繫、失去事奉動力，
甚至另覓教會。社會上不同政見人士對基督教會的批評有增無減，基督徒面對朋友的
質詢、取笑，以致內心不快；有些信徒容易接受外間的看法，對成長的教會或某些教
會領袖深感不滿。有部份香港教牧領袖的表示，教牧領袖成為近期面對各方信徒的批
評和壓力是前所未見之大。另外，網絡上也流傳不少批評教會的視頻，指斥教會的不
是，甚或抹黑教會（例如 10 月初流傳教會照片，禮堂長椅上睡了多人，被指是「庇
護暴徒」，其後發現這照片是 2009 年一所收容無家者的溫哥華教堂內。）求主賜下智
慧給我們，小心明辦社會的資訊。 
 
聖經預言在末世的日子，「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教會要面對各種的內憂外患（太
二十四 7-13）。但為甚麼神要容許這些事發生在香港、在教會？相信是——神要教會
經歷「試驗」：「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前一 7）金礦要經高溫才能
煉出純金，教會要經患難才能得以煉淨、純潔。 
 
在這些日子，我們往往會一方面宣認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在
基督裡都成為一」，但另一方面卻因弟兄是黃營、藍營，就不再包容他、愛護他。我們
知道末世有許多迷惑人的事，但當看到與自己立場配合的文宣，卻會輕易接受，並據
此指斥相識多年的弟兄，甚至強逼別人表態。有基督徒相信是神立王、廢王，也知道
自己要在地上行公義、為公義發聲，但當發現自己所作的努力「沒果效」，就不相信神
仍在掌權，並且小心減退在教會裏彼此的分享、我們更要勉勵別人的同行，而是認為
「沒果效」是沒發聲、沒行動的人的責任，因而輕蔑別人，而自己也落入要以「更有
效」的手法達到目的的試探。 
 
在這些試驗中我們是否迎向神，承認我們的信心是多麼易受環境影響，我們對真理的
委身是多麼薄弱，懇求神加力量，叫我們醒悟為善，去向自己曾傷害過的人尋求寬恕，
去愛護那些在這段日子中經歷傷痛的人。此際香港正需要這種真誠寬容與愛的見證，
使社會得治療，復元過來。或許，這就是神要透過今次社會艱困，成就了未來的旨意。                                                          

牧者心聲的分享 : 蕭壽華牧師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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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9………………………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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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寶貴奇妙恩典}…………………… 主  席 

  『我要全心讚美』『最珍貴禮物』『用心走天路』  

 經文誦讀 …………………… 以斯帖記 7:1- 10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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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要明白神蹟與祂的作為】………………… 李兆維傳道 

  證道經文 : 以斯帖記 7:1- 8:9  

 詩歌回應 ………………………『愛與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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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走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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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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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11 崇拜詩歌 ~{福音的門}~ 
『不停讚美』『好消息』『耶穌奇妙的救恩』『得力在乎祢』『因著十架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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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17/11舉行，由宣道會

美門堂堂主任徐家耀牧師蒞證道及施聖

餐，請會眾預備心靈領受聖餐。 

 

2.  ※【傳道部】招募隊員及分享會 

日期：12 月 1 日 
時間及地點：下午 12:15-1:15 商中 205 室 

招募隊員目的：在佈道聚會的陪談、 
佈道、出席教會活動，並接受裝備訓練。 
隊員參與：由本年 15/12 至 12/2020 
詳情可向蔡玉冰傳道或郭麗霞堂委查詢。 

 

3. ※【嬰孩奉獻禮】定於 29/12/2019 主日崇

拜內舉行。 

嬰孩奉獻禮的意義是感謝神賜下兒女為產

業的回應，同時藉這奉獻禮表明願意按聖經

真理，教養子女行在神的心意。 

年齡：出生滿三個月至十二歲之嬰孩。 

對象：嬰孩之父或母其中一方必須是本堂會

友；若父或母其中一方未信主，必須由本堂

傳道同工與父母一起解釋奉獻禮意義，需要

父母一起認同這信仰才接納申請。 

詳情可向沈志光傳道查詢。 
 

4. 【11-12 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

時間出席： 

日期 內容 

※17/11 家事座談會 11：45-12：30 

※15/12 

聖誕聯堂福音主日 
11：30-1：00 
(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29/12 年終愛筵合區同樂日 

5. 【2020 年主日獻花】已開始接受認

獻，每主日均設有兩個獻花單位，每個

單位的獻花金額為$150，獻花者請在

司事枱登記。全年獻花獻金如有盈餘將

撥作常費，獻花獻金亦會列入每月奉獻

徵信錄其他奉獻欄及全年免稅收據內。 

獻花的認獻請投放入奉獻封及列明獻 

花日期及姓名。 

 

6.【基教部9-12月新的課程】安排如下： 

課程 內容 

 【生活多麼好， 
生活探索班】 
地點：靜思室 
對象： 
有興趣探索人生 

教師： 
沈志光傳道 

時間：12:15-1:15 

內容：由余德淳博士短
片分享，共六堂六個主
題如下： 
＊無怨的親情(10/11) 
＊無限的本錢(24/11) 

＊無憂的餘生(1/12)  
＊無憾的抉擇(22/12) 

 

形式： 

透過人生故事短片的分享，彼此交流及

分享，掌握在聖經中的妙法，如何經歷

生活多麼好，活出豐盛的入生。 

歡迎會眾邀請朋友一同參與 
 
 
家 員 代 禱 
 

1. ※陳绮菁姊妹(傳道部部員)的母親胡

珍女士在 3/11 完成手術，並在 7/11 發

高燒在醫院治療，求主保守她的身體穩

定下來，引領她早日歸入基督。 

 

2. 戚小彬姊妹（婦女牧區）現轉口服化療

藥，求主憐憫保守姊妹治療期間的身體

調適。 

3. 周伙喜弟兄 1/11 覆診後，一切穩定仍

以標靶藥治療，但胃部偶有不適，請祈

禱記念。 

 

4. 張錦松弟兄因身體較弱，約見醫生後已

經停止標靶藥治療，感恩從弟兄分享中

滿有主的平安，願主帶領前路。 

 

5. 羅傳禮弟兄（職青牧區）的太太梁淑敏

姊妹懷孕，預產期為明年一月，求主保

守並賜平安給他們。 

 

6. 葉啟良弟兄（職青牧區）的太太丘凱彤

姊妹懷孕，預產期明年四月，求主保守

並賜平安給他們。 

 

香 港 代 禱 

 

1.※香港近日社會動盪衝突仍未平息，當

中有市民傷亡，求主憐憫及安慰這地。

香港區議會選舉在 24/11 舉行，求主保

守願一切順利進行。 

 

差傳事工代禱 

 

1.※黃金閣代禱 

‧彭牧師宣教主任的團隊 – 玫瑰、鯨魚，

配合辦校、神學院、學生中心、戒毒所

代禱。 

‧學校工程代禱，為配合長遠發展，近日

地價回落，未來會多購買約兩至三塊三

千呎地皮，由高發展改為以平房式建築

發展。 

‧各堂會在 2020 年配合差傳事工的代禱。 

           證 道 內 容               
  ※    【我們需要神蹟嗎？】   ※ 

經文誦讀 : 以斯帖記 7:1-10 
證道經文 : 以斯帖記 7:1- 8:9 

 

  7:1 王帶哈曼來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 

7:2 這第二次在酒席筵前，王又問以斯帖 

說：「王后以斯帖啊，你要甚麼，我必賜 

給你；你求甚麼，就是國的一半也必為 

你成就。」 

7:3 王后以斯帖回答說：「我若在王眼前 

蒙恩，王若以為美，我所願的，是願王將 

我的性命賜給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將我 

的本族賜給我。 

7:4 因我和我的本族被賣了，要剪除殺戮 

滅絕我們。我們若被賣為奴為婢，我也閉 

口不言；但王的損失，敵人萬不能補足。」 

7:5 亞哈隨魯王問王后以斯帖說：「擅敢 

起意如此行的是誰？這人在哪裏呢？」 

7:6 以斯帖說：「仇人敵人就是這惡人哈 

曼！」 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驚惶。 

7:7 王便大怒，起來離開酒席往御園去 

了。哈曼見王定意要加罪與他，就起來， 

求王后以斯帖救命。 

7:8 王從御園回到酒席之處，見哈曼伏在 

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說：「他竟敢在宮 

內、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嗎？」這話一出王 

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臉。 

7:9 伺候王的一個太監名叫哈波拿，說： 

「哈曼為那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做了五丈 

高的木架，現今立在哈曼家裏。」王說： 

「把哈曼掛在其上。」 

7:10 於是人將哈曼掛在他為末底改所預 

備的木架上。王的忿怒這才止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