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言扎根，服侍更新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日/月) 
地點/時間     講員 主席   司琴 場地  家事報告 

投影片/    

點數奉獻 

 1/11 
商中聚會點              
早上 10：30 

沈志光傳道 楊翠玲  李淑敏 場地組 沈志光傳道    1/11   
姜寶兒/  
陳玉梅 

  吳玉馨 8/11 李兆維傳道 麥頌明  康文瑤 場地組 沈志光傳道 

1/11 司事 : 何穎詩(1) 
黃迎雪(2) 鄧麗華(3) 

1/11 幼崇(206 室)：程淑敏 兒崇(SAC 室)：李強勝 高崇(205 室)：羅傳禮 
8/11 幼崇(206 室)：蔡傳道 兒崇(SAC 室)：吳柱梅 高崇(205 室)：雷偉洪 

少青崇拜~週六下午 3:30   
(建榮直播)李兆維傳道 

31/10【逃避孤獨的陷阱】吳禮恩導師 

7/11【像上帝愛你如愛別人】吳杰鴻導師 

 (25/10)崇拜人數(商中)50人、兒童19人、媒體14人、(24/10)少青崇拜(建榮)31人 合共114人(遲到19人) 

【神的旨意】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

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二 16-17） 

 

創世記二章 16-17節的經文在原文看來有平衡性的句法，就是「隨意吃」與「必
定死」的對應。「隨意吃」的原文直譯是 you must surely eat，而「必定死」的直譯
是 you must surely die，兩者都有 infinitive absolute，成為對應，帶出兩個關於
神旨意的概念。 

「隨意吃」you must surely eat：神的旨意就是讓那人隨意選擇園中所有果子來

吃，這是一種自由的選擇，無論那人選甚麼來吃，這都合乎神的旨意，那人無需在選
擇甚麼果子上尋求神的心意，他只需按照自己的喜好作選擇便可以。例如在轉工與否、
移民與否、選甚麼餐廳吃飯等等都屬於這個類別。 

「必定死」you must surely die：神的旨意就是不可吃分辦善惡樹，神的「不可
吃」是命令，違反神的命令便是違反神的旨意，也便是道德的錯誤。婚外情、欺騙、
作假見證、拜偶像等等都屬於這個類別。 
我們在人生重大的抉擇上會尋求神的旨意，但這旨意往往都不是指具體的路向與選
擇，反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們活出神子民的身份，遵守神的命令，在道德的抉擇上合
乎祂的命令，而這方面的旨意一早已寫在聖經內，只要我們閱讀，便尋得著神的旨意。

因此，神的旨意不是甚麼我們不能掌握的兆頭與跡象，而是在神的話語中對我們生命
的要求，是清楚易白及容易掌握。 

近月多人打算移民，無論去或留，都無需有道德對錯的負荷，也無需為自己編寫
神聖的理由，更不要妄稱神的名來合理化自己的決定。最終如何選，只要認定自己屬
神子民的身份，便是活在神的旨意裡就了。 

轉載高銘謙牧師 
盼望市宣家的弟兄姊妹在這劇變的世代中，能辨別何謂神的旨意和神給我們選擇

的自由，內心有著出人以外的平安，享受在其中與神與人的同行。 
沈志光傳道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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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10-12………………………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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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使人有力量、平安和盼望的 神》…………… 主  席 

  『耶穌、超乎萬名之名』『賜我力量』『靠著耶穌得勝』  

 經文誦讀 ………約書亞記 22 : 4 - 5；24：6-7、13-15、25 - 28………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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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給世人的贈言】……………………… 
        沈志光傳道 

  證道經文:約書亞記 22 : 4 - 5；24：6-7、13-15、25 - 28  

 詩歌回應 ………………………『賜我力量』………………………… 會    眾 

 迎新問安 ………………………………………………………………… 主                                            席 

 §謹代表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歡迎參與崇拜之新朋友§ 

 家事    報告 …………………………………………………………………   同                                 工 

＊ ＊散          會       歌 …………………………『全屬於祢』………………………… 會    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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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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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主日崇拜詩歌 ~{主賜力量}~ 

『讚美主』『天父必保守』『賜我力量』『走出曠野』 
 『願主賜福保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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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15/11 聖餐主日】，誠邀香港宣道差會
吳金煌牧師證道及施聖餐，若已經受洗的
肢體而又未能參與實體崇拜的會友，請預
留時間到「建榮聚會點」索取聖餐套杯，
在當日直播同守聖餐。 

 

2. ※【15/11家長專題：父母的心懷】 
時間：下午 1：15-2：45 
導師：吳劉月明師母  吳金煌牧師 
地點：中學的靜思室（設有媒體直接） 
目的：心靈加油站抗疲勞 

內容： 
一)分享父母體會兒女成長的苦與樂。 
二)從中了解作父母彼此間的需要與支持。 
三)啟發父母要多留意甚麽和作些甚麽，才 

能夠讓下一代享受走在屬靈的路上。 
四)Q&A時間 

 

3. ※【1/11 四堂聯堂洗禮】請受洗者下午 2：

00到達屯門堂，有助各項安排和祈禱，3 : 00

正式舉行聯堂洗禮。 

  受洗名單：多加小組（吳立姊妹） 
            撒母耳小組（李俊良弟兄） 
疫情影響，以灑水禮進行。實體參與以受洗者 

家人為主，鼓勵會眾參與媒體直播以表支持。 

 
4.  25 週年堂慶於 2021 年 7 月，為配合教會

的慶典【籌款組】設有精美風褸的訂購內
容如下： 
訂購方式：在司事枱填寫或聯絡組長訂購 
費用：每件港幣＄180 （大小同價） 
尺碼： （成人） 由 S至 XXL 
       （兒童） 120-150 
風褸顏色可選購：藍、灰、橙 
截止訂購日期： 25/11/2020  
 
 
 

 
5. ※10月 29日區聯會就《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群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最

新指引： 

政府日前宣布，考慮到最新的公共衞生
風險，並在平衡經濟需要和社會接受程
度，將在本周五起，放寬食肆及公眾娛
樂場所等場地的人數上限。因過去一周
仍有源頭不明個案，疫情仍未完全受
控，需維持社交距離措施，為期七天，
由 10月 30日至 11 月 5日。 
 
各堂必須繼續執行有關實體崇拜和會眾

活動指引。 

‧ 聚會不設供應食物或飲品（聖餐除外）； 
‧ 聚會參與人數限制在該地點可容納崇拜

人數的 50%或以下。 
‧堂址內須繼續執行防疫措施，進入聚集
地方人士必須量度體溫，消毒雙手，全
時間戴上口罩，保持 1.5米社交距離，

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 
 
 

 家 員 代 禱 
1.※康文瑤姊妹的爺爺康燕輝先生，因呼吸
困難入院治療。在 29/11 上午決志信歸信
主耶穌，並在下午家人的陪同下進行康燕
輝弟兄的灑水禮見證神的拯救，求主保守
家人的心情和前面的帶領。 

 
2. ※徐妙英姊妹因患腺癌使身體較虛弱在
家中休養，求主保守姊妹在 5/11覆診前完成
的檢查報告，能及時在覆診一併給醫生有助
安排合適的治療，亦求主保守姊妹休養和治
療期間，滿有主的平安和信心仰望主的帶領。 
 
 
 

 
3.※林智強弟兄的母親周玉梅姊妹，因家
中的狗咬傷小腿，需要轉新一類抗生素進

行治療，求主記念姊妹傷口早日康復。 
 
 

差 傳 事 工 代 禱 
1. ※澳門的代禱                           
‧吳金煌牧師兩位兒子梓和、力和在台湾及 
澳門升學考試順利通過，求主加添他們智慧
在日常生活的獨立能力。 

 

‧吳劉月明師母將安排個人退修，求主同在
和引領未來事奉的安排。  

 

2. ※黃金閣的代禱                       
‧因當地疫情漸到失控，確診總人數共 
有 43,788，死亡人數 1066。 
隨著復工和競選的活動，預計疫情會向北
蔓延，確診人數相信會進一步攀升，求主
憐憫和疫情早日受控。                        
 
 

            證 道 內 容            
※         【給世人的贈言】       ※ 
          約書亞記 22 : 4-5； 

24：6-7、13-15、25–28 

 

22:4 如今耶和華你們神照著他所應許 

的，使你們弟兄得享平安，現在可以轉回 

你們的帳棚，到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在約旦 

河東所賜你們為業之地。 

22:5 只要切切地謹慎遵行耶和華僕人摩 

西所吩咐你們的誡命律法，愛耶和華你們 

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誡命，專 

靠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24:6 我領你們列祖出埃及，他們就到了 

紅海；埃及人帶領車輛馬兵追趕你們列祖 

到紅海。 

24:7 你們列祖哀求耶和華，他就使你們 

和埃及人中間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沒埃及 

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們親眼見過。 

你們在曠野也住了許多年日。 

 

24:13 我賜給你們地土，非你們所修治 

的；我賜給你們城邑，非你們所建造的。 

你們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們所栽種的 

葡萄園、橄欖園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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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 當日，約書亞就與百姓立約，在示 

劍為他們立定律例典章。 

24:26 約書亞將這些話都寫在 神的律法 

書上，又將一塊大石頭立在橡樹下耶和華 

的聖所旁邊。 

24:27 約書亞對百姓說：「看哪，這石頭 

可以向我們作見證；因為是聽見了耶和華 

所吩咐我們的一切話，倘或你們背棄你們 

的神，這石頭就可以向你們作見證 ( 倘

或…見證：或譯所以要向你們作見證，免得你們 

背棄耶和華你們的神)。」 

24:28 於是約書亞打發百姓各歸自己的 

地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