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相愛，作主門徒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日/月) 
時間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1  司事2  司事3 

 司事4  

(靜思室) 

場地組   

投影片 
 插花 

16/6 早上 
10：30 

畢德富 
牧師 

 黃震國  劉穎 蔡國榮 吳玉馨 陳月桂 葉美媚 林浩文 邱嘉寶 

23/6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麥頌明 康文瑤 郭麗霞 李俊偉 楊嘉駒 陳烈榮 蔡國偉 楊雅敏 

日期  
(日/月)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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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級 兒童級/(BB) 

16/6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林智強 
楊雅敏  

【關心貧窮】 
李兆維傳道    

蔡玉冰傳道 陳綺惠  
 蔡金蘭  鄧潔賢(BB) 

23/6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蔡國偉 
吳玉馨  

【土地問題】 
李兆維傳道    

姜寶兒   
陳明珠   

 羅傳禮  
鄭莉華(BB) 

                  ※  本週獻花： 甄銀河 余敏華  黃錦銘伉儷      ※ 
(9/6)崇拜出席人數：成人崇拜71人   少青30人    兒童 17人   合共：118人   遲到：10人  

聽道筆記：【為父.....為兒女！】 
信息重點 
 
 
 
 
 
 
 
 
 
 
默想反思 
 
 
 
 
 
 
祈禱回應 
 
 
 
 
          
 

※ 鼓勵會眾在小組分享及彼此代禱 ※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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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4………………………… 主  席 

 禱  告 ………………………………………………………………… 主  席 

＊ 詩歌頌讚 …………………『三一真神，唯一倚靠』…………………… 主  席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站於天地之間』  

『全然歸祢』  

 經文誦讀 ……………………以弗所書 6:1-4………………………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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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 【為父.....為兒女！】…………………… 畢德富牧師 

       經文 : 以弗所書 6:1-4  

 詩歌回應 ………………………『全然歸祢』……………………… 會    眾 

＊ 聖        餐 ………………………『樂領聖餐』……………………… 畢德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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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工或堂委 

＊ 散            會       歌 ……………………『站於天地之間』………………………… 會  眾   

＊ 祝        福 ………………………………………………………………… 畢德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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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地點：屯門良景邨新會商會中學                             
辦公室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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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崇拜詩歌   ~ 
『以色列的聖者』 『同心圓 在愛復原』 『為何揀選我』 

『谷中百合花』『願主賜福保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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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特別鳴謝】本堂畢德富顧問牧師證道及 
施聖餐。 

 

2. ※【23 週年堂慶暨愛筵】 

定於 21/7 主日舉行，時間下午
12:15-2:30，歡迎弟兄姊妹一同出席，參加
愛筵請在司事枱報名。  

內容：愛筵、唱詩、遊戲、分享等… 

收費：成人$70；兒童/學生$40； 

 0-3 歲及 65 歲長者免費。 
(請自備足夠現金，不設找贖。)        
截止報名：14/7   

 
3.【2019 兒童暑期聖經班】 
主題：我是特別的人 
日期：16/7 至 20/7  
對象：3 歲至 10 歲     
時間：上午 10:00-12:00 
內容：詩歌、聖經故事、創意小手工、 

       遊戲、小食製作、戶外活動、茶點等 
地點：建榮商業大廈 9 樓 907-908 室 
費用：$200 

    $150 (30/6 前或第一次參加者) 
 

備註：結業禮在 21/7 主日 10:30-12:00 
         新會商會中學舉行 

 
 
4.【2019年6 - 8月基教部課程】安排如下： 
  歡迎會眾邀請朋友一同參與。 
 

課程 內容 

 【生命歷奇 
信仰探索班        

          (上)】 
地點：靜思室 

教師：沈志光傳道 

時間 12:15-1:15 

內容：透過討論和分
享，有系統探索基督教
信仰的意義，得著救
恩，活出豐盛生命。 

對象：有興趣認識信仰 

日期： 9/6、23/6、 

       14/7、28/7 

       11/8、25/8 

 

5.【6 -8 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
時間出席： 
 

日期 內容 

16/6 主日崇拜(父親節) 
歡迎邀請父親或父親朋友出席 

27/6 澳門攻略(差會部活動) 

※7/7 
福音主日 
主題：亂世中的福樂 
講員：梁永善牧師 

21/7 23 週年堂慶及愛筵 

16-20/7 兒童暑期聖經班 

4/8-6/8 青少暑期生活營 

16/8-17/8 
東莞關愛列車行動 
（參閱第 3 項） 

 

家 員 祈 禱 
1. ※鄧潔賢姊妹(伉儷牧區)丈夫袁皓智在

11/6 因工傷(左手骨裂)而入院接受檢
查，求主保守早日痊癒。 
 

2. ※冼愛蘭姊妹(成人牧區)，在 2/6 安息主
懷，求主保守家人心情。安息禮拜於 21/6
早上十一時，在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舉
行，請祈禱記念。 
 

3. ※徐妙英姊妹確診肺癌末期，透過標靶藥
治療肺部積水好轉穩定些，她將在 14/6
醫院覆診，求神賜下平安和帶領。 

 
4. ※戚小彬姊妹(婦女牧區) 已完成十次的電

療，求主保守姊妹身體和心靈得力。 
 

5. 葉啟良弟兄的母親，劉玉英姊妹正等待 
16/7 進行心臟通血管的手術，請祈禱記
念。 

6. 李珮欣姊妹（職青牧區）因近日情緒波
動，還有各項覆診，求主憐憫與醫治；而
丈夫黃錦銘弟兄身心靈疲憊，求主憐憫並
加添體力精神工作。 

香港代禱 
1.我們呼籲本會信徒，為香港社會和特區政
府祈禱，願公義、公平、仁 愛臨到這片
土地，植根在香港的法治、法制中，好使
我們可以敬虔、 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
（提前二 1-2）。  
 

2. 我們祈求，上主感動特區政府官員及議員
身為公僕，能虛心聆聽法律 界以至不同界
別的意見，了解其憂慮，實事求是，處理
有關之爭議， 避免因修例而帶來更多的法
律漏洞，不公不義。願政府給予市民大眾 
足夠的諮詢機會及時間，在未能得到社會
共識前，暫緩有關修訂。 
 

3. 我們認為，由於台灣政府已表示不會按修
訂之《逃犯條例》，接受引 渡之疑犯到台
灣受審，故此法例之修訂已無迫切性。祈
願特區政府若要 為死者伸張正義，應與台
灣政府磋商對應是次的遣返安排，處理港
人 涉嫌在台灣殺人案。 

 
4. 由於事件已釀成社會嚴重撕裂，民無信不
立，我們祈求上主感動特區政府，謙卑尋
求社會和諧，修補裂痕，使市民對一國兩
制保持信心， 共同建設香港。 
 
 

差傳事工及宣教士代禱 
 

1. 宣道差會在 27/6（週四）【澳門攻略】共
有 4 位會眾和 1 位同工參與，求主保守一切
行程順利。 

 
 
2. 「宣道差會房角石事工」 
【關愛列車行動2019─東莞小家招募義工計劃】 
日期： 16/8-17/8  (週五及週六)    
地點：  1. 深圳港大醫院  2.東莞小家 
 
目的：  A.  探訪及關心手術後孩子，關心家人 

的身心靈健康。 
B. 透過探訪及關愛活動給受助者感受基 
督的愛，有助康復。 
 

服待對象： 6-8位腦癱孩子與其家人 
活動內容：人數6-10人，協助腦癱病患家長帶孩 

子出外活動活動。並照顧他們的孩子， 
給予家長稍作休息。共有 9 位會眾和 1

位同工參與，求主記念各項安排。 
 備註：  

A.參加者需自行預備交通費、午膳及住宿費用。 
B. 詳情請向蔡玉冰傳道查詢及報名。 

 
3. 黃金閣鯨魚宣教士代禱 

一.言語方面：主要教導一、二年級學生，
仍在物色老師作黃金閣話語的補習，
求神賜智慧和發音準確。 

二.天氣方面：日夜溫差較大，日間太陽
灼熱，晚上較涼。另外，居住的地方
較多大小昆蟲，使身體非常痕癢。 

三. 生活方面：以單車代步，要面對上斜
坡需要鍛練較好的身體。 

 
 
             證 道 內 容               
※     【為父.....為兒女！】      ※ 

證道經文 : 以弗所書 6:1-4 
 

6:1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

是理所當然的。 

6:2「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6:3 (併於上節) 

6: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

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