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言扎根，服侍更新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日/月) 
聚會地點
/時間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他 
 司事1  司事2  司事3 

 司事4  

(靜思室) 
投影片 場地組 

5/7 商會中學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楊翠玲 
李淑敏
何澄溢 

何穎詩 陳碧珊  鄧麗華 蘇毓康 李俊偉 場地組 

12/7 畢德富 
牧師 

Soul  
Power 

Soul 
Power 林智強 劉玉英  賀靜眉 鍾佩嫻 姜寶兒 場地組 

日期  
(日/月) 

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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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級 高小級 

5/7 蘇毓康 沈志光 
傳道 

傳道部 邱嘉寶 
陳玉梅 

【4/7 懇切祈求就得著】 
李兆維傳道   吳杰鴻導師 

葉嘉霖
蔡傳道 

陳靜儀 鄭莉華 

12/7 邱嘉寶 沈志光 
傳道 

傳道部 陳明珠 
招玉鳳 

【11/7 要讓愛在生命中流動】 
李兆維傳道    

  吳柱梅
劉曉彤 

鄧潔賢 羅傳禮 

    (28/6)商中崇拜人數共63人、媒體15人、兒童崇拜24人、(27/6)少青崇拜27人  合共129人  遲到16人  

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前 4：10 

【一滴水】 

「看哪，萬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塵；祂舉起眾海島，好像極微之物。」

(賽四十 15) 

經文用多個比喻說明萬民的微小，「一滴」有可能指倒水之後所留在水桶中的一滴水，

這一滴通常並不計算在水桶的容量之中，無論有這「一滴」還是沒有這「一滴」，整

個水桶所盛載水分的容量都沒有改變。 

「微塵」的比喻也與這一滴水一樣，天平根本不能察覺微塵的重量，甚至肉眼也不能

看見這「微塵」。這樣，萬民在神面前只是微乎其微，就算耶和華舉起眾海島，也都

好像極微之物一樣。 

這便是創造主的眼光。可是，人卻選擇以自我的眼光來看事物：看重自己的對錯、執

著自己的利益、迷戀自己的私慾、抓著自己的成敗得失。然而，就算自身的利益與感

受何等強烈、自己的名聲與影響力有多重要，這都在神眼中看來只不過是水桶的一滴

與天平上的微塵，在神所創造的偉大海洋上，成為極微小的個體。原來，由神的角度

來看，人才能看見自身的微小；由創造主的角度來看，人才能體會「祂必興旺，我必

衰微」的道理(約三 30)。 

以賽亞書邀請我們，以神的眼光來看事物，而這眼光，便是創造主的眼光。這並不代

表神不重視萬民，神愛世人，耶穌基督甚至為世人的原故而死，這便說明神對萬民的

重視。然而，這樣的重視並不等於助長自我的澎漲，反而要世人明白每個人都是罪人，

而每個人都有蒙恩的可能，甚至包括那些你所認為的惡人。 

祈求我們都認清作為「一滴」與「微塵」的真相，才能放下自己，轉向神的角度。請

相信，在這角度看自己時，便能放下執著、擁抱別人、得竭息和平安，並能暢泳在神

恩典之上地生活。 

高銘謙博士著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零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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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95:1-3…………………………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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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同行的主》……………………… 主  席 

  『至聖恩主』『當轉眼仰望耶穌』『愛在軟弱中盛放』  

 經文誦讀   ………………………雅各書 3 : 1-18………………………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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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能力與智慧的見證】………………… 
     沈志光傳道 

  ………………………雅各書 3 : 1-18………………………  

 詩歌回應 ……………………… 『榮雨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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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散          會       歌 …………………… 『願主賜福保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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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主日崇拜詩歌 ~{感恩歷經廿五載，齊步邁向新里程}~ 
『祢是彌賽亞』『恩典夠用』『讓我說聲謝謝你』『願祢公義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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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 19/7 舉行，由宣道
會柴灣堂堂主任楊靖紀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及施聖餐，請會眾預備心靈虔守主餐。 
 

2. ※政府日前（30/6）宣佈，延長《預防及
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至 16/7。區聯會修訂於 17/6 發出的
有關指引如下： 

 
一)由 2/7 至 16/7，在下列前提下，在堂

址內進行崇拜和會眾活動： 
 ‧該活動聚集是在慣常用作崇拜地點\的

地方舉行； 
‧而且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聖餐除外）； 
二)除上述前提，須執行防疫措施，包括：  

進入舉行活動聚集地方人士須量度體
溫，消毒雙手，全時間帶口罩，保持 
社交距離 1 米，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 

 
3.「青少牧區」於 9/6-15/8 暑假期間，會友 

關卓華弟兄在本堂為暑期實習生，配合青 
少牧區營會活動及敬拜隊，請祈禱記念。  

 
4.【25 週年堂慶標誌(LOGO)設計比賽】 
主題：「基督教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25 周

年堂慶」為主題 
內容：可加入適當字句及圖像等 
評審準則：切題、創意、構圖及色彩之表現 
參賽組別：【兒童組】3 歲至 12 歲 

【中學組】中學生 
【成人組】會眾 

截止日期：2020 年 7 月 5 日 
詳請可在本堂網頁觀看或與蔡傳道聯絡。 
 

5.※   「傳道部」舉辦關懷探訪的行動 : 
【我們可以探訪你的家嗎？】         誠邀弟兄姊 
妹一同探訪你和家人的行動，在動盪不安 
的世代中，締造機會讓家人與教會彼此認 
識，讓愛、平安和救恩帶進我們的鄰舍。 
探訪目的：『實踐主愛，讓愛走動』 
探訪日期：15/7-30/7  

若有意或查詢可與郭麗霞堂委或蔡傳道報名。 

 

6.【教會活動】7 至 8 月的安排如下： 

12/7 ＊堂慶感恩崇拜 10:30-12:30 

30/8 懇親福音主日 
主題：豐盛的應許 

兒童

及 

青少  

16-17/8 基督少年軍 362 分隊
訓練營 

24-26/8 青少生活營 

23/8 合區球類活動 (在中學禮堂) 
 

 7.【教會福音預工活動的安排】 
※【護老中心活動探訪】 
異象：透過活動的信息和分組傾談關心 
長輩，讓他們得著永生，活得有盼望。 
地點：寶田邨(寶興)護老中心屯門寶 
田邨寶田商場舖。 
日期：9 /7、13/8、10/9、8/10、12/11、

10/12 
時間:每月第二個周四下午 2:15-3:15 

※【個人素養工作坊】 
異象：透過課堂接觸及關心鄰舍，從遊 
戲和分組傾談等，帶出健康溝通和認識 
個人情緒等，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 
     (課堂後繼續以小組形式同行) 
日期： 7 月 3 日早上 
地點：建榮商業大廈 704 室。 
※本堂共有兩位姊妹配合同工，共接觸
17 位學員（14 女、3 男），其中填寫回
應表共有 9 位願意參與未來同行小組，
請祈禱及跟進情況。 

   
8.※【2019-2020 年度免稅收據】已經開始 

  派發，請各會眾於崇拜後請到禮堂索取。 

 
 
             家 員 代 禱 

1. ※      周伙喜弟兄於早前覆診後，預計於 
6/7 再約見醫生，兩個月內做切除腫瘤 
手術，求主憐憫並賜下平安夫婦二人。 
 

2. ※張詩樂弟兄的父親張錦松弟兄，已安排
了呼吸機在家中休息，求主保守弟兄血含
氧量回覆穩定，有謂口進食吸收營養。 

 

 
差傳事工代禱 

1. 澳門的代禱                        
在疫情探訪期間，有一位男長者決志信
主，並在 28 / 5 一個家中崇拜，求主早
日預備石排灣的聚會場地，有助牧養和
發展。求主保守團隊的配搭和信徒的裝
備見證主。 

 
2. 黃金閣的代禱                       
‧3/7 舉行網上祈禱會共有 30 多位同工參
與，以祈禱支持當地的宣教。 

‧北部的礦山發生大塌方，超過 160 人遇
難，其中一位是同工牧養信徒的弟弟，
求主念記遇難的家庭，安慰家人悲傷的
心靈，求主保守受傷者能早日痊癒。 

 
 
 
            證 道 內 容            

※      【能力與智慧的見證】      ※ 

          雅各書 3 : 1-18 

 
3:1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因為 
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3:2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 
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3:3 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裏，叫牠順 
服，就能調動牠的全身。 
3:4 看哪，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催 
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思 
轉動。 
3:5 這樣，舌頭在百體裏也是最小的，卻 
能說大話。看哪，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 
的樹林。 

3:6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 
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 
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裏點著 
的。 
3:7 各類的走獸、飛禽、昆蟲、水族，本 
來都可以制伏，也已經被人制伏了； 
3:8 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 
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3:9 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 
用舌頭咒詛那照著  神形像被造的人。 
3:10 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來！我的 
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 
3:11 泉源從一個眼裏能發出甜苦兩樣的 
水嗎？ 
3:12 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 
嗎？葡萄樹能結無花果嗎？鹹水裏也不 
能發出甜水來。 
3: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 
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 
來。 
3:14 你們心裏若懷 苦毒的嫉妒和紛 
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 
道。 
3:15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 
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 
3:16 在何處有嫉妒、紛爭，就在何處有 
擾亂和各樣的壞事。 
3: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 
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 
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3:18 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 
的義果。 

 

經文分段: 

1) 活出舌頭的三種能力(3:1-12) 

 

2) 得智慧與人相處的見證(3: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