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言扎根，服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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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早上 
10：30 

區伯平 
牧師 

馬耀邦 劉穎 郭麗霞 姚燕薇  陳延輝 蔡德國 林浩文 楊雅敏 

26/1 早上 
10：30 

李兆維 
傳道 楊翠玲 李淑敏 蔡國榮 鄧麗華  陳月桂 吳玉馨 蔡國偉 楊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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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級 

19/1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周伙喜 
楊雅敏 

【18/1 以水變酒】 
李兆維傳道  

葉嘉霖   
程淑敏 

鄧潔賢   
蔡國榮 

26/1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黃震國 
堂委 

蔡國偉 
吳玉馨 

【26/1 合堂崇拜】 
李兆維傳道  

蔡玉冰傳道  蔡金蘭 
 

                    ※  本週獻花：  吳仲安伉儷   張清娥  ※ 
(12/1)崇拜出席人數：成人崇76人、少青36人 、兒童14人  合共：126人   遲到：25人  

【神揀選你和我】                                                                    
讓我們默想「被揀選」這個奧妙的事實，求主使我們確認自己的尊貴身份。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在
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
得兒子的名分，…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弗 1：3-6 

我們生在這個世上，並不單是父親的精子及母親的卵子結合而孕育出來。在一個信仰
的奧秘層面而言，我們是神「揀選」而生的。換而言之，把我們帶來這個人類世界的
是神。「被神揀選」是基督信徒熟識的觀念，至少在教會團體生活中時常聽見「揀選」
這個詞語。我們怎樣理解神對我們的揀選呢？我們是否以為神「揀選」我們，是要我
們去做些特別的事，例如「宣教」、「全時間傳道」、「開拓教會」、「設立新機構」
等等。有時候，我們甚至有這個想法：「若然我做得不好，神就不會揀選我。」我很希
望我們不要常用「功能」及「效益」的觀點去理解靈性或信仰。我們太容易忘記，神
關心我們這個人，多於關心我們如何為神做事。保羅提醒我們：神「揀選」我們，是
有一個目標或希望的。但請留意，神「揀選」我們的目標或希望，是我們能夠「成為
聖潔，無有瑕疵」。那麼，「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是甚麼意思呢？用日常的語言來
說，「成為聖潔，無有瑕疵」的意思，就是「有所分別，完完整整」。換言之，神希望
我們做一個脫俗的人，而不是做些特別，甚或是所謂「屬靈」的事。神在乎我們的生
活為人，過於我們做事的成果。我們常常問自己，應該做些甚麼事來回應神的呼召。
但其實神關心的是我們如何過活，怎樣做人。試想想，如果我們努力在教會做事奉工
作，但又不愉快，或者動機不純正，神會因為我們總是為祂做了一些事而感到高興嗎？
神「揀選」我們，是希望我們過不再一樣的生活，要過一種「有所分別，完完整整的
生活。上主不希望我們的生命是破碎、混亂、通俗的，但卻只注意做許多「屬靈」的
事情。上主希望我們是一個清醒自覺的人，而不是失掉自我的人。但願我們能時常醒
覺自己是被「揀選」的人，盡力活現一個脫俗、完整的人生。請您靜下來，用幾分鐘
時間，回顧自己做人的方向、價值觀，問問自己：我所爭取到的是甚麼？我內心渴想
要的又是甚麼？請您在內心重覆祈禱：「主啊！我願做一個您揀選我要成為的人。」                                                                                                     
譚沛泉博士著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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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3………………………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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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耶穌的擺上》…………………… 主  席 

  『施恩的主』『慈繩愛索』『耶穌我感謝祢』  

 經文誦讀 …………………… 但以理書 1 : 3 -16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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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人的軟弱與神的大愛】………………………  沈志光傳道 

  證道經文 : 約拿書 2:1-7,3:1-10  

 詩歌回應 …………………………『立志擺上』………………………… 會    眾 

＊ 聖      餐 ………………………『寶貴十架』……………………… 區伯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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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走天路』……………………… 會    眾   

＊ 祝       福 ……………………………………………………………… 區伯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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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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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 主日崇拜詩歌 ~{耶穌的作為}~ 
『獻頌揚』『我向祢禱告』『停留祢身旁』『來投靠耶穌』『同心走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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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特別鳴謝】香港宣道會區聯會義務

牧顧長區伯平牧師蒞臨本堂證道及施聖

餐。 
 

2.※【基教部2020年1-4 月新的課程】安排： 

課程 內容/主題 

日期：19/1 

時間：12:45-2:30 
地點：禮堂 
 

聖經專題講座 
【小人物面對國愁家憾】 
講員：區伯平牧師 

日期：2/2、16/2 
1/3、22/3、5/4 
、26/4 

時間：12:15-1:15 

詩篇選讀 12 篇  
【靈命活潑在詩篇】 
導師：沈志光傳道 

地點：靜思室 
內容：詩篇是詩歌，也是禱告。詩篇向我
們呈現的是甚麼？ 
透過詩人內心世界充滿「分心、禍患、

疑惑、恐懼、仇恨、創造、罪、拯救…」
帶進個人的禱告裏仰望神，學習認識個人
內心世界充滿甚麼？從而轉化個人的屬
靈生命，才能夠在這灣曲悖謬的世代中彰
顯祂的美意。 

日期：26/2、11/3 

、25/3、8/4、22/4 

、13/5、27/5、10/6、

24/6、8/7 

時間：晚上 7:30-9:00 

每月第二和第四 

周三晚上舉行 

【啟示錄】 
導師：蔡玉冰傳道 
內容：把基督的身分

完全地啟示出來，給

信徒以警告和盼望 

地點：建榮商業大廈

907-908 室 

鼓勵會眾一同努力裝備神的話，在這世代
站立得穩見證主恩，請在崇拜後到司事枱 
報名。 
聖經書卷報名人數，若少於五人將會取消。 

 

3. 【2020 年主日獻花】已開始接受認獻，每

主日均設有兩個獻花單位，每個單位的獻

花金額為$150，獻花者請在司事枱登記。 
 

家 員 代 禱 
 

1. ※感謝神！李俊偉弟兄和葉嘉維姊妹
（職青牧區），於 9/2 主日下午 3 時， 
在以馬內利浸信會舉行結婚典禮，誠 
邀會眾一同出席見證主恩。 

 
2. ※陳綺菁姊妹和陳綺惠姊妹的媽媽胡   
珍女士，轉了寧養病房，求主引領她歸
信基督和帶領前面的路。 

 
3. 戚小彬姊妹（婦女牧區）近日身體常 
常疼痛、容易疲倦，求主賜合適的憐憫
保守姊妹。 

 

4. 葉啟良弟兄（職青牧區）的太太丘凱  
彤姊妹懷孕，預產期四月，求主保守
懷孕期間的適應。 

  
香 港 及 其 他 代 禱 

1. ※近日湖北省武漢爆發【新型冠狀
病毒】疫症在17/1（周五）有多人出
現不明病毒肺炎感染，近日申延到泰
國、日本等多國，資料如下： 
中國 41 宗(11/1） 

泰國 2 宗（17/1） 

日本 1 宗（15/1） 

香港 70 宗（14/1） 

 越南 2 宗（14/1） 

南韓 1 宗（11/1） 

據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報告，有41宗
確診的案例，離世2人，求主顧念世人早
日止息疫情蔓延。（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2.※近日流感高峰期，教會安排【流感

防疫指引】如下，請會眾安指引參與

聚會： 

i. 若弟兄姊妹有上呼吸道不適（如流鼻

水、喉嚨痛等病微），聚會時請佩戴

口罩。如有發燒徵狀，請留在家休

息，直至穩定或痊癒。 

 
 

ii. 若有會眾確診感染流感，請儘快接受

治療及通知教會，有助教會發出適切

的代禱資給肢體，患病期間請自我隔

離的休息直至痊癒。 

iii. 鼓勵弟兄姊妹參與聚會前，請使用消

毒啫喱液清潔雙手。 

3.有關個案 MK 同性婚姻司法覆核，在
18/10/2019 法官判決申請人敗訴。求
主保守香港一夫一妻婚姻的家庭核心
的價值。亦求神加添智慧給香港法治
的管員有智慧面對前面各種的挑戰。 

 

 

差傳事工代禱 

 

1. ※黃金閣代禱 
‧感謝神特別的保守，教會學校相連地， 
  業主願意大幅減底近 50%地價，買給教
會學校有助日後發展，聯差會目前已經
辦理轉名手續，請繼續祈禱記念。 

 
‧在 3/1 晚上聯差會同工舉行了黃金閣祈

禱會，分享了未來宣教走廊的發展，包

括若學生在校內信主到成長，甚至入讀
神學院的裝備到事奉等的宣教方向，求
神興起我們和眾教會，同心有份體驗神
在這地的作為。 

 

            證 道 內 容               
※    【人的軟弱與神的大愛】      ※ 

證道經文 : 約拿書 2:1-7,3:1-10 

2:1 約拿在魚腹中向耶和華－他的神禱告， 

的聲音。 

2:2 說：「我在患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應

允我；我從陰間的深處呼求，你就俯聽我 

2:3 你將我投下深淵，直到海心；大水環繞

我，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 

2:4 他我說：『我從你眼前被驅逐，然而我

仍要仰望你的聖殿。』 

2:5 眾水環繞我，幾乎淹沒我；深淵圍住我； 

海草纏繞我的頭。 

2:6 我下沉到山的根基，地的門閂將我永遠

關住。耶和華－我的神啊，你卻將我的性

命從地府裏救出來。 

2:7 我心靈發昏時，就想起耶和華。我的禱

告進入你的聖殿，達到你面前。 

3:1 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約拿，說： 

3:2「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把我告訴你

的信息向其中的居民宣告。」 

3:3 約拿就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到尼尼微

去。尼尼微是一座極大的城，約有三天的

路程。 

3:4 約拿進城，走了一天，宣告說：「再過

四十天，尼尼微要傾覆了！」 

3:5 尼尼微人就信服神，宣告禁食，從最大

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 

3:6 這消息傳到尼尼微王那裏，他就從寶座

起來，脫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 

3:7 他叫人通告尼尼微全城，說：「王和大

臣有令，人、畜、牛、羊都不可嘗任何東

西，不可吃，也不可喝水。 

3:8 人與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切切求告

神。各人要回轉離開惡道，離棄自己掌中

的殘暴。 

3:9 誰知道神也許會回心轉意，不發烈

怒，使我們不致滅亡。」 

3:10 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

道，神就改變心意，原先所說要降與他們

的災難，他不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