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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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劉月明傳道         葉美鳳    劉穎 賀靜眉/劉曉彤/音響組 

21/8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沈志光傳道        麥頌明    康文瑤 吳杰鴻/林浩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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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沈志光傳道 
  吳玉馨、    

幹事 
 13/8【享受同行者的帶領】                   

  沈志光傳道 
14/8 合班崇拜   
陳靜儀、李強勝 

21/8 沈志光傳道 
  招玉鳳、    

幹事 
 20/8【馬太福音 9:18-26】                   

  何令信組長 
21/8 合班崇拜   
蔡玉冰傳道 

 7/8主日建榮實體崇拜33人；線上崇拜26個單位；兒崇6人；青崇11人      

 週三護老院崇拜（疫情處理暫停一次）；週六少青崇拜33人；合共109人 

【宣信行述（四）不可分割的聖經與靈命塑造】 
祝福別人時需尋見主，身體軟弱時依然靠主的宣信，憶起最後一次在奈亞

聖經學院對學生講述有以下的屬靈經歷：「記得我曾用了一個月的工夫，獨自
去尋求神的心意。到山上去等候神，求祂給我一次奇妙的靈洗。我說：『這個
星期我要與世隔絕，獨自等候主。』期間我雖有間中回家吃飯，卻放下一切探
訪和牧養的工作的退修。 

「這次與主相遇的過程是這樣的：一個星期過去了，我並不覺得滿意；第
二和第三個星期又過去了，我更加不滿意；到第四個星期也過去後，我簡直像
瘋了似的。我祈禱說：『主啊，祢為何不與我相會？到底是甚麽緣故呢？』最
後，我灰心地對主說：『求祢向我說話吧。』我一打開聖經，就看見馬太福音
20：6 節：『祂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
那裡你們要見祂。』「頓時，我想起了許多患病人，這四個星期，我竟沒有探
望他們，我竟把很多需要關心的信徒置諸腦後。於是立刻動身去探望一個極需
關心的病人，因很久沒有探望他，我看見他痛苦地躺在床上，當我一開聲為他
祈禱的時候，天就為他開了，給了我和他這次奇妙神的臨在和安慰。當我憑信
心接受主、讓主使用，並把我所得的祝福去關心祝福別人時，我便尋見了主。 

麥克阿瑟牧師曾記載過一事，顯示宣信得著能力的秘诀：「有一次宣信牧
師患了嚴重的感冒，他帶病到芝加哥來講道，完畢後我陪他回旅館去。他坐在
旅館的大堂裡好幾分鐘，像呼吸甚為困難且在發燒。我問他：『宣信牧師，我
有甚麽可以幫忙呢？』他說：『有，麥生，就是跟我說晚安。這刻宣信說，必
須獨自與神獨處相遇。』「第二天一早，我打電話給他，他竟然立刻接聽電話，
而且用極清晰響亮的聲音回答我。當我問他身體如何時，他覺得很希奇，不明
白我何以這樣問他，反之宣信很有愛心問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那天就趕赴四
百英里外的一個特別大會。我也應邀到這大會去講道，會後，眾人都異口同聲
地説，從未見過宣信如此精神奕奕和講道講得如此有神的同在。」 
  盼望市宣家的會眾，無論在甚麼境況，以神話語為生活和生命的方向。 

         
       內容節錄於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出版的《渴想醫治》第 222-223 頁 

基督教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四日 

  ※ 崇 拜 程 序 表 ※ 

   
   

 
宣召經文 ……………………………         詩篇 47 : 1 -2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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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恩典』…………………… 主 席 

 
 

『在祢寶座前』『何等恩典』 
『能不能』  

 經文誦讀 ………………使徒行傳 9 : 1-22…………………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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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宣教生涯原是「？」】……………… 劉月明傳道 

 
  

證道經文 :  

使徒行傳 9 : 1-22  

 詩歌回應 ……………………『能不能』…………………… 會 眾 

 迎新問安 ………………………………………………………  主 席 

 家事報告 ……………………………………………………… 沈志光傳道                                      

＊ ＊散          會       歌 ……………………『數算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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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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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主日崇拜詩歌~~【生命的光】＊ 

『和平之君』『光和鹽』『必得見光』 
『寶貴十架』『數算恩典』 

mailto:tmtc@tmtcchurch.com


本 堂 消 息 
1. 【特   別   鳴     謝】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劉月明傳道蒞臨本堂證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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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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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黃宜洲小童群益

會白普理營(35 人宿營) 

14-16/8  
兒童基督少年軍營會 

地點：恩澔樂園農莊， 錦

田大江浦地段(12 人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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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園 代 禱 

1.※關卓華弟兄的父親關耀明弟兄，   
在 29/7 安息主懷。將安排在 19/8
大角咀九龍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 
求主記念卓華弟兄及家人的心情。 

 
2.招錦光弟兄 18/8 覆診，預計 11 月
進行手術，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3.楊嘉駒弟兄的母親，因身體不適在

12   /   8 轉換了免疫治療情況良好，
求主透過這治療  ，   讓癌細胞早日受
控。保守胃口、身體和有好睡眠。 

 
4.     劉玉英姊妹在 12/ 8 入院順利完成
衝激波腎科手術，已在家休息，身
體早日康復。 

5.※陳延輝弟兄母親盧自然女士，因
年長常感身體不適，在醫院康復大
樓接受治療，求主保守早日能安排
入住護老院。 

 
差 傳 代 禱 

1.【黃金閣】 
·因局勢混亂，求恩主看顧學校在八
月為假期，記念學生往返家與學校
途中，有主保守路程平安。約有 30
位住宿生留中心生活，求主透過住
宿期間，讓他們歸信基督。 

·為著學生中心新學期要進來的新生
禱告，新的學期老師、學生共有 60
多人，求主保守他們的適應和認識
主。 

 
           證 道 內 容            
※   【宣教生涯原是「？」】   ※ 
證道經文 : 使徒行傳 9 : 1-22 

 
9:1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凶 

煞的話，去見大祭司， 
9:2 求文書給大馬士革的各會堂， 

若是找着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 
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 

9:3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士革，忽然 
從天上發光，四面照着他； 

9:4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 
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 
迫我？」 

9:5 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9:6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做的事， 
必有人告訴你。」 

9:7 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 
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9:8 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 
不能看見甚麼。有人拉他的手， 
領他進了大馬士革； 
 

9:9 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 
9:10 當下，在大馬士革有一個門徒，

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
說：「亞拿尼亞。」他說：「主，
我在這裏。」 

9:11 主對他說：「起來！往直街去， 
在猶大的家裏，訪問一個大數人， 
名叫掃羅。他正禱告， 

9:12 又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
亞，進來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
看見。」 

9:13 亞拿尼亞回答說：「主啊，我聽 
見許多人說，這人怎樣在耶路撒
冷多多苦害你的聖徒， 

9:14 並且他在這裏有從祭司長得來的 
權柄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9:15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
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
我的名。 

9:16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 
許多的苦難。」 

9:17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 
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
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
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
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9:18 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 
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 
洗； 

9:19 吃過飯就健壯了。 
9:20 掃羅和大馬士革的門徒同住了些 

日子，就在各會堂裏宣傳耶穌，
說他是 神的兒子。 

9:21 凡聽見的人都驚奇，說：「在耶 
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是這 
人嗎？並且他到這裏來，特要捆 
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那裏。」 

9:22 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住大馬 
士革的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