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我心志，步履主腳蹤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日/月) 
聚會地點     

(早上 10:30) 
     講員 主席   司琴 場地  家事報告 

投影片/  

點數奉獻 

13/6 建榮會址           蔡耀昌牧師   葉美鳳 劉穎 場地組 沈志光傳道    13/6 
崇拜事奉 
人員 20/6 建榮會址 劉月明傳道  馬耀邦 劉穎 場地組 沈志光傳道 

少青崇拜~週六下午
3:30 (建榮聚會點)           

12/6【雅一 1 2 - 18】李兆維傳道；19/6【雅一 19 - 21】吳思漫組長 

  (6/6)成人崇拜 : 成人商中54人 、基軍、兒童合班10人 、 嬰兒1人    (5/6)少青崇拜 : 建榮27人   合共92人 

                                               

【繁榮中的哭泣】 

   舊約聖經的猶太人被擄巴比倫，雖面對很強的同化力量，卻堅定地保留了信仰的身
份。其中一樣保留身份的方法，就是透過哀歌「哭泣」的傳統。  
當巴比倫城是大國的首都。我們可以從地理上由Berlin Museum中展示到Ishtar Gate
可見，巴比倫城是一個美麗的城市，而當猶太人被巴比倫打敗後被統治七十年，他們
的待遇並不是我們想像中辛苦，他們可以建築房屋、擁有田地、任意買賣、如常嫁娶，
他們亦能正常生活，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地位，這事蹟可從The Weidner Tablet、TAYN 

corpus等出土文物可以證明得到，更是耶利米書二十九章所記載。我們亦可以想像他們
活在大帝國的首都，享受繁榮安定的生活。  

然而，哀歌「哭泣」的信仰傳統，卻在這繁榮穩定的生活中孕育出來。「哭泣」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盼望。在申十二11~12，二十七7說明禮祭、節期及獻祭給神是一種
結連神的緊密關係，在節期當中，百姓必會因神而喜樂(詩三十四2)，當以色列民不能
正常地獻祭，不能在聖所守節時，他們便會長久地悲哀，祈求神再次安慰及與他們同
在。就算巴比倫有多麼繁榮，但耶路撒冷的聖殿被毀，甚至猶太人的獻祭停止，也沒
有敬拜神的場所，神同在的關係就等於失去，就算眼前有巴比倫的花花世界，都不能
使他們變節成為巴比倫人。因此，當神的聖殿還未被重建時，以色列民的悲哀便不能
停止和祈求。  

當詩人在經文中表達「哭泣」時，他其實是承接哀歌「哭泣」與獻祭給神的關係，
若果詩人不「哭泣」，他便等於忽視親近和經驗神同在的關係，也等於否定他信仰的
身份。就算巴比倫給予他財富與穩定，這一切都不能停止他哭泣。原來，「哭泣」是
一種對神渴慕的關係，也是一種對信仰的態度，沒有這樣的「哭泣」，就反應這人是
否被巴比倫同化，成為巴比倫人，有了這種「哭泣」，便能傳承神同在的身份與信仰
的價值。就算生活被擄去，他們心中的價值與身份也不能擄去。  

這樣，被擄的猶太人是以「哭泣」來堅定他們的信仰，而「哭泣」帶來盼望回歸
耶路撒冷神同在的出現。就算越過被擄的那一代已死去，也會決意把這種身份與價值
培育給下一代，直到恢復及重建耶路撒冷的聖殿，再次獻祭與敬拜親近神。因此，這
就是培育下一代敬畏神的生命。由約雅斤被擄，到所羅巴伯的回歸，是三代人的經歷，
猶太人有對信仰的堅持，我們呢？  

盼望市宣家的弟兄姊妹，無論在甚麼境況下，也成為對信仰的堅持，培育下一代
渴慕神、敬畏神的生命。渴慕神同在的生命勝於一切。      

                                                  （轉載高銘謙牧師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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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表》 
                             § 鼓勵大家在崇拜前十分鐘預備心靈親近主 §  

 宣召經文 …………………………詩篇 6 : 8-9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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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上帝就是愛』＊…………………… 主  席 

  『敬拜者的心』『不要憂慮』『獻給我天上的主』  

 經文誦讀 ………………………撒母耳記上 1:1-12……………………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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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非常時代的非常夫妻】………………… 蔡耀昌牧師         

     證道經文: 撒母耳記上 1:1-12  

 詩歌回應 …………………………『立約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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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您平愛』………………………… 會    眾                         

 ＊祝       福 ………………………………………………………………… 蔡耀昌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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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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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主日崇拜詩歌~~『屈膝主跟前』＊ 
 『我們在天上的父』『憂傷痛侮的靈』『全然歸祢』 

『信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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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 20/6 主日舉行，誠邀本
堂畢德富顧問牧師施聖餐，請會眾預留時

間到「建榮聚會點」索取聖餐套杯，並預
備心靈虔守主餐。 

 

2.  25 週年籌款【一人一磚一心意】活動 

目的：加強教會財務的穩定性，讓教會得
以健康發展福音事工，讓更多人得著福音。 

為進一步擴堂及教會發展，以購買 908 室

為下一階段的中、長遠目標，為此，是次
籌款為未來「堂發展基金」作準備。 

誠邀所有會眾，凝聚各方力量建立教會。
讓福音能在屯門區遍傳以及關心本堂發展
的朋友參與，期望會眾能鼎力支持。 

日期：16/5 -13/6 舉行  
 
籌款目標：10 萬     每塊：20 元 

有意，可購買 1 塊或以上的「心意磚」
(Puzzle) <3 幅市宣家掛畫，可合併成一幅
富意義的 puzzle，全套 4500 塊>，協助建
設本堂。 
 

3. 教會【6-8 月】行事曆安排的活動如下： 
16/5 -    

13/6 
※【籌款活動】一人一磚一心意 

20/6 
建榮  

※父親節崇拜及專題【蒙福的成
長路】由吳金煌牧師和劉月明師
母主領。 

i. 父親節崇拜 10：30-12：00 

ii. 家庭專題 12：45-2：30 

11/7 

中學 

※【25 週年堂慶崇拜及活動】 

10：30-1：00 

15/8 【崇拜事奉人員會議 】                

 

4. 政府在 9/6 發出新聞公布，延續現行
的社交距離延長 14天，直至 6 月 23日。 
食物及衞生局表示，本港最近錄得數宗涉

及 N501Y 變異病毒株的本地確診個案，
感染源頭未明。區聯會亦有關指引直至
23/6 內容如下： 
‧各堂會可安現況恢復堂址內進行崇拜和

活動。 
‧教會內聚會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聖餐
除外）。 

‧並有措施把參與人數限制在該地點通 
常可容納崇拜人數的 30%或以下。請會

眾向同工報名為實，有助跟進容納人數
的安排。 

‧堂址內進行的崇拜實地轉播，根據 
《規例》中「在工作地點為而進行的 
羣組聚集」獲豁免，只是教牧和義工 
為宜，該義工務必有指定工作崗位， 

而非觀眾，並需嚴格限制義工人數。 

 
 

家 員 代 禱 
 

1. ※李俊偉弟兄、葉嘉維姊妹伉儷，太太
預產期在 12/2021，求主看顧姊妹身心
靈及胎兒健康。 
 

2. 楊嘉儀姊妹和陳敬宗弟兄在 26/6（周

六）下午 2：45 在以馬內利浸信會舉行

「結婚典禮」見證神恩（教堂只設網上

直播）。婚禮後下午 4：15-5：30 安排

在阡陌中心與親友現場拍照留念。 阡陌

中心地址：九龍長沙灣道 681 號貿易廣

場地下 G4 舖（即長沙灣站 B 出口）。 

 
3. ※陳成基弟兄在 6 月 16 日，安排右眼

白內障手術，求主保守手術後早日康復。 
 

4. ※招錦光弟兄在 22/6 手術前進行身體
檢查，並安排在 26/8 泌尿科手術，求
主保守弟兄過程中一切順利。 

 

5. 感謝李兆維傳道 9 年多在市宣家忠心良

善的服侍。他們一家將安排在 7 月正式

回去英國定居和神學院進深裝備。求主

記念兆維傳道、太太樂欣、大女叡思和

兒子叡信的適應和成長。教會安排在

18/7 崇拜後舉行歡送會，鼓勵會眾出
席參與彼此勵勉。 
 

差 傳 事 工 代 禱 
 

1. 黃金閣的代禱 
‧※近日 8/6 醫院共有 4 人確診，醫院隨

即被封鎖，暫時禁止出入，當地同工分
享人心惶惶，求主記念醫療和疫苗的安
排。 

 

2. 宣道差會的代禱 

‧※副總幹事吳金煌牧師和劉月明師母在
6-7 月主領多間堂會的聚會和專題講
座，求主賜下智慧。另外請為兩位兒子
學業的適應代禱，因疫情仍在緊急狀
態，兩兒子無法出國實體上課，求主保
守梓和、力和在網上課堂和學習的適應。 

 

 

            證 道 內 容            

※    【非常時代的非常夫妻】     ※ 

撒母耳記上 1:1-12 

1:1 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有一個以法

蓮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蘇弗的玄孫，託

戶的曾孫，以利戶的孫子，耶羅罕的兒子。 

1:2 他有兩個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

毗尼拿有兒女，哈拿沒有兒女。 

1:3 這人每年從本城上到示羅，敬拜祭祀

萬軍之耶和華；在那裏有以利的兩個兒子

何弗尼、非尼哈當耶和華的祭司。 

1:4 以利加拿每逢獻祭的日子，將祭肉分

給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兒女； 

1:5 給哈拿的卻是雙分，因為他愛哈拿。

無奈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 

1:6 毗尼拿見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就作

她的對頭，大大激動她，要使她生氣。 

1:7 每年上到耶和華殿的時候，以利加拿

都以雙分給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動她，以

致她哭泣不吃飯。 

1:8 她丈夫以利加拿對她說：「哈拿啊，

你為何哭泣，不吃飯，心裏愁悶呢？有我

不比十個兒子還好嗎？」 

1:9 他們在示羅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來。

祭司以利在耶和華殿的門框旁邊，坐在自

己的位上。 

1:10 哈拿心裏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禱

耶和華， 

1:11 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啊，你若垂

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賜我一個

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不用剃

頭刀剃他的頭。」 

1:12 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地祈禱，以

利定睛看她的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