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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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他 場地 

2/8 建榮聚會點       
(只進行直播)       
早上 10：30 

沈志光傳道 楊翠玲      康文瑤 場地組 

9/8 游淑儀牧師 馬耀邦       劉穎 場地組 

家事報告：沈志光傳道 司事/投影片 : 同工/堂委    

※因新型冠狀病毒嚴峻，除了主日網上直播崇拜外，所有聚會和課程轉為媒體視像進行。※ 

 

(26/7)建榮崇拜人數4人、媒體54人、(25/7)少青崇拜媒體17、建榮4人   合共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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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破天而降】 
願你破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好像火燒乾柴，又如火將水燒開，使你敵人知道你的名，
列國必在你面前發顫！你曾做我們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時你降臨，山嶺在你面前震動。賽六
十四 1-3 
 
今天我們會默想 1-3 節的呼求， 六十四章 1-3 節所呼求的內容採用了舊約中典型的「主顯現」
的圖像，那就是耶和華在西乃山臨到，顯現給以色列民時的圖像。而身處在第二聖殿及波斯帝
國年代的第三以賽亞卻祈求同樣的經驗臨到以色列民身上，由內容中我們看見先知所祈求的顯
現比西乃山更壯觀及激烈。 
 
第 1 節（原文 63 章 19節的下半節）及 3 節(原文 64 章 2 節)的原文都以「你從你面前降臨，
群山被震動」作結束，說明 1-3 節的重點就是神親自降臨，以致所有的山都被神的顯現所震動，
這與耶和華在西乃山降臨時的情況相似（出十九 18），而這次先知的祈求與出埃及記所記載不
同的地方，就是先知祈求「群山」震動而不只是西乃山震動，這「群山」有可能比喻在眾山高
處的邱壇所敬拜的眾神明，這些神明受到列國列邦的敬拜，但神的顯現卻把這一切祭祀眾神明
的「群山」都震動起來，叫列國的人明白真正有能力的耶和華才是真神。另外，第 1 節描述耶
和華破天而降，在原文卻可以解作「把天撕裂成碎片」的意思，這是一個比喻，比喻神的降臨
沒有任何東西能阻礙，是一種驚天動地的降臨。而經文描述祂由天而降，和應了六十三章 15
節描述神在天上居所觀看的祈求，這說明先知面對眼前的黑暗已顯得不耐煩，巴不得神不只在
天上觀看，更能真實地由天上降下，讓列國的人都看見神真正的作為，祂的同在是可畏的。  
 
第 2 節以「火」的圖像來說明耶和華的顯現，這與神在西乃山降臨時使滿山都是火的圖像吻合
（出十九 18）。這「火」是神同在的象徵，用來燒乾柴，用來將水燒開，前者和應了摩西荊棘
與火的異象（出三 2），後者和應了耶和華使紅海分開的經驗（出十四 21）。可是這次不同，之
前是用風吹開海水，是神間接地以自然的風來吹開，但這次是用火燒開，是神親自以「火」的
同在把水分開，可見先知祈求一種比出埃及經驗更真實及更利害的神聖顯現，目的就是 2 節所
說，要敵人知道耶和華的名，也使列國因而發顫！  
 
思想：  
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我們或會認為神的同在是溫柔及愛心的同在，哪知先知祈求神的同
在卻是威嚴及滿有能力的同在，這樣的同在是為了讓敵人知道耶和華的名，叫列國也在神面前
發顫，並破壞所有列國在眾山上的邱壇，讓祂的榮耀全然地顯在地上。你也渴望這樣的神的同
在嗎？神的同在如何成為你盼望的能力？  
願主保守市宣家眾人的心，預備祢的降臨，能活出禱告、關懷和分擔分享的相愛生活迎見袮。 

高銘謙博士著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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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 4 – 6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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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傳揚神的作為》……………………… 主  席 

  『全地至高是我主』『一生讚美祢』『讓愛走動』  

 經文誦讀   …………路加福音 12 :22-31、約書亞記 5 :13-15…………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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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憂之盼】………………………… 
        沈志光傳道 

  證道經文 : 路加福音 12 :22-31、約書亞記 5 :13-15  

 詩歌回應 ………………………『讓愛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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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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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主日崇拜詩歌 ~{乃要服事人}~ 
『用讚美作祢居所』『唯有耶穌』『主志擺上』『讓愛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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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 16/8/2020舉行，由
姚添壽牧師證道及施聖餐，請已經受洗的
肢體預留時間到「建榮聚會點」索取聖餐
套杯，在當日直播同守聖餐。 
 

2. ※政府在（7月 27日）宣布，因本港新
冠病毒病疫情持續嚴峻，連續五日確診數
字過百，認為有急切需要進一步收緊社交
距離措施。當中在《預防及控制疾病（禁
止羣組聚集）規例》（第 599G章）下的公
眾地方羣組聚集人數限制由 4人收緊至 2
人，由 7月 29日起生效，至 8月 4日。區
聯會因此修訂 7月 14日發出的有關指引節
錄如下： 

 
一. 由 7月 29日至 8月 4日期間，停止在堂

址實地進行多於 2人的崇拜和會眾活動； 
 

二. 在上述期間，於堂址內進行的崇拜錄像
或實地轉播，可根據《規例》中「在工作
地點為工作而進行的羣組聚集」獲豁免原
則，繼續進行，但以教牧和職員為宜，義
工不宜參與，若有關工作必需義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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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堂會內必須保持每人有 1.5米的距離 
和防疫措施，包括：進入堂會人士須量度
體溫，消毒雙手，全時間帶口罩，避免握
手等的身體接觸。 
 

 
 

3. ※【25週年堂慶風褸/T-Shirt設計比賽】 
主題：感恩歷經廿五載、齊心邁向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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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組】青少年 
【成人組】會眾 
截止日期：31/8/2020   

詳請可在教會網頁細閱或與蔡傳道聯絡。 
   

4.「傳道部」舉辦關懷探訪的行動， 
主題：【我們可以探訪你的家嗎？】，因 
疫情嚴峻，取消是次活動，盼望疫情受 
控後再次舉行。 

 

5.【教會活動】8月份聚會的安排如下： 

30/8※ 懇親福音主日 
主題：豐盛的應許 
(若疫情嚴峻，以媒體直播進行) 

兒童及 
青少  

16-17/8基督少年軍 362分隊
訓練營 (取消活動) 

24-26/8青少生活營 
(容後公報) 

23/8 合區球類活動 (在中學禮堂) 
 

  6.【8-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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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因疫情取消）、10/9、8/10、

12/11、10/12 

時間:每月第二個周四下午 2:15-3:15 

 ＊因應疫情嚴峻 13/8決定取消這次的探 
訪，歡迎向沈傳道查詢。 

 
  7.基教部 8-10月課程【紛擾世代系列 I】         

雅各書是一卷實用性的書卷，作者關心 
我們能否在紛擾世代中，仍能經歷神在 
生活裏的豐盛，所以提供了我們在生活
上六方面的操練： 

  「困境自處、決擇基礎、人際關係、 
    財富處理、社會公義、禱告能力」 
日期：13/8、27/8、10/9、24/9、 

8/10、22/10 
時間及形式：晚上 8：00-9：30 
媒體形式進行 
截止報名日期：8月 9日 
導師：沈志光傳道 
備註：五人以上才開班 
詳請可在教會網頁觀看或向沈傳道報名。 

 

家 員 代 禱 
1. ※周伙喜弟兄在 28/7出院，已回家休養。 
求主保守康復過程順利，有好的睡眠質
素；並求主賜恩給伙喜弟兄和太太佩嫻姊
妹，在這期間有堅固的信心仰望主的帶領。 
 

2. ※【22/7 DSE 中學文憑試放榜】求主保
守他們未來升學的安排，有穩固的教會
生活和經歷主的帶領。 
 

3.※張詩樂的父親張錦松弟兄，在 19/7 晚
上主懷安息，錦松弟兄弟的安息禮將在
9/8下午舉行，請祈禱記念詩樂弟兄和家
人的心情。 

 
 

宣道差傳事工代禱 
1. 澳門的代禱                        
在疫情期間，請為「一堂三點」的合
作夥伴和同工團隊代禱： 
宣道中心堂(張恩真傳道、陳卓垣傳
道、劉倩欣福音幹事) 、石排灣福音
事工(郭麗思宣教士、劉愛琼傳道) 、
黑沙環祐漢區福音事工(吳金煌宣教
士、吳劉月明宣教士、劉愛琼傳道、
葉錦樺信徒宣教同工)及老人院福音
事工(陳佩貞宣教士)。 
 

2. 黃金閣的代禱                       
在疫情期間，青少年中心收納了一群青少
年和孤兒，教導他們中、英、數和聖經科，
從小培育他們成為有神為核心價值社會的
下一代，也成為未來教會熱心的領袖和神
學院的神學生。  
 
            證 道 內 容            

※           【憂之盼】           ※ 

＊路加福音 12 :22-31＊ 

12: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 

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 

穿甚麼； 
12:23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12:24 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
倉又沒有庫，上帝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
鳥是何等地貴重呢！ 
12:25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
刻呢( - 或譯：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12:26 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做，為
甚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 
12:27 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
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
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
這花一朵呢！ 
12:28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
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上帝還給它這
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12:29 你們不要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
要掛心； 
12:30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必須用
這些東西，你們的父是知道的。 
12:31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
加給你們了。 
 

＊約書亞記 5 :13-15＊ 
5:13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 
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 
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說： 
「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 
呢？」 
5:14 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 
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 
5:15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 
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  
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一) 憂慮甚麽?           v22-23 
二) 供應的是誰?         v24-28 
三) 兩類人以誰為中心?   v29-31 
小结 : 聖經人物約書亞（書 5:1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