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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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早上 
10：30 

李兆維 
傳道 

伍仲安 劉穎 林智強 葉美媚 葉嘉維 吳玉馨 蔡國偉 楊雅敏 

3/2 早上 
10：30 

楊靖紀 
牧師 馬耀邦 李淑敏 陳德華 陳月桂 鄧麗華 陳延輝 李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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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級/(BB) 

27/1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蔡國偉 
吳玉馨 

【神的應許】 
黃震國導師   

蔡玉冰傳道  陳明珠 
袁皓智(BB) 

3/2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郭麗霞 
堂委 

陳明珠 
陳玉梅 

【舅父的計謀】 
李兆維傳道 

葉嘉維 
劉曉彤 

羅傳禮 

                     ※  本週獻花： 哥尼流組  旋佩珊    ※ 
(20/1)崇拜出席人數：成人60人  少崇37人  兒童12  戶外週12人  合共:121人  遲到 :10人  

                              ※【沉默的愛】 ※                      
近日看見神學院與機構在 18/1-19/1 合辦的聖經講座「兩約之間與新約何
干？」的課程，使我憶起神在聖經裏以沉默的愛，與子民同行的重要，盼望也成
為我們學效的榜樣「彼此守望，作主門徒」的生命素質。                                                                        
聖經記載神對祂子民的沉默，是在舊約和新約聖經開始的期間共有四百年的沉默。一
段是神的子民在埃及作奴隸的日子；另一段時間是舊約與新約之間，沒有從神而來的
默示的四百年。神的沉默並不表示祂視而不見，祂的沉默是愛的陶造，是祂先限制自
己審判的手，是祂約制自己公義的執行。神沒有在沉默中放棄世人，神以祂的沉默盛
載著世人的叛逆。祂在沉默中聆聽了子民的哀情，湧溢出其慈憐悲憫，逆轉祂怒氣的
手，延伸為拯救的膀臂。因此，神的沉默與神的拯救是分不開的，神是在沉默中逐步
展現祂的計劃，向世人宣告說︰「祂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
念，要叫你們未後有指望」耶利米書 29：11                                     
神的沉默與神的忍耐和等待是相連的，神忍耐祂的子民，等待他們的回轉。忍耐和等
待並非消極，而是神仍然對人懷有愛和盼望，於是祂在沉默中忍耐和等待，讓人受到
環境和經歷的塑造。神的沉默和親臨人間，就知道祂不假手他人，祂自己藉愛子走進
人間與人同行。祂的作為是非人所預期，反映祂毫無保留的臨在，是徹底逆轉了祂的
沉默。祂沉默地以嬰孩的方式置身在人中間，以無能者的形態來宣告祂救贖的大能，
不離不棄地步入人間的軌跡。                                                         
神對人的塑造別具耐性，反而是人對自己缺乏忍耐，很容易在困難中放棄信祂。在人
以為無法走過的艱辛日子，若能繼續細察神運行的奇工，便能省察自己的幽暗、不安
的心景，執整事情的結果等，從中便能發現一線曙光被祂的陶造。由此看來，細察人
生的起跌，就能透視神的沉默，好像神與人沉默的愛中相遇，這樣就能夠走進與約伯
類同的屬靈體驗，驚歎地說︰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見祢。約伯記 42：5  

                                                                     沈志光傳道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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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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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顯現期第四主日』………………… 主   席 

  『天地讚美』『愛中相遇』『求將主愛澆灌』  

 經文誦讀 ………………………以斯帖記一章………………………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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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祂從來沒有忘記我們】………………… 李兆維傳道 

     經文 : 以斯帖記一章  

 詩歌回應 ………………………『神！祢在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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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工或堂 委 

＊ 散              會 歌 ……………………『如此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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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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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主日崇拜詩歌~『忠心作子民』 
『至聖恩主』『求主將愛澆灌』『全是祢』 

『停留祢身旁』『不要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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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17/2【聖餐主日】，由區聯會顧牧長

區伯平牧師證道和主領聖餐，請大家預備

心靈記念主的愛。 

 
2. ※【公禱會】於3/2舉行，上午9：30-10：

15在靜思室進行，歡迎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守望教會。 

 
3.2019年1-4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時
間出席： 

※由 2019 年起崇拜後設有【小點茶聚】 ，

鼓勵大家崇拜後多留片刻彼此相交和代禱。 

 
4.【2019 年 1 至 3 月基教部課程】安排如下： 

課程 內容 
靈命活潑在 
【詩篇上】 

   共 6 堂 
導師：沈志光傳道 
 
地點禮堂講台前 
時間：12:15-1:15 

 

內容：透過智慧詩、申訴
詩、信心之歌等，塑
造個人的心靈，從個
人靈修到生活體
驗，建立得力豐盛的
人生。 

對象：有興趣認識聖經 
日期： 6/1、20/1；24/2；

3/3、10/3、31/3 
 

家 員 祈 禱 
1. ※黃震國堂委的母親梁麗琼姊妹，有腦水腫

的情況，將安排在（28/1 星期一）下午進行

手術，有助減底腦壓和腦積水的情況，請祈

禱記念手術順利逐漸清醒。 

2. 梁偉賢弟兄的媽媽彭光霞女士居住在加拿
大，上周因糖尿病引發腎哀竭的病徵。感謝
大家代禱她仍在醫院較穩定，腎功能較弱當
地的同工探望她，偉賢弟兄也留在當地照顧
她，請祈禱記念早日得著救恩。 

3. 李珮欣姊妹（職青牧區）的情緒病及腦
癎症在家休息，現等候各科覆診及檢
查，求主保守看顧賜下平安完成檢查；
丈夫黃錦銘弟兄身體疲倦，求主額外加
添能力。 

4. 待產姊妹 :  
＊蔡婷婷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3/2019
＊陳樂欣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5/2019 
＊杭思恒姊妹（職青牧區）預產期 5/2019 

求主保守各位待產姊妹身心靈及胎兒健康。 

 

區聯及聯堂事工及代禱 
1. ※【宣道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現招募
賣旗義工，主題「長幼樂聚 全人關愛」 
日期：13/4（周六） 
 

截止報名日期：10/3 主日 
報名方式：以教會團體報名，可選擇以下
報名方式參與： 

1）「親子」賣旗義工報名表 
參與賣旗家長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每位
成人只能攜同一位 13 歲或以下的小童協
助賣旗。 
2）「社會服務」賣旗義工報名表 
參與賣旗義務人員必須年滿 14 歲或以上。 
大會將為所有參與賣旗人士購買保險以作
保障。 

    ※詳細資料請參閱報名表內容※ 

 
2.【屯元天印尼關愛事工】新傳道同工 Suarni  

Yahya 在本周六 19/1 來港，求主保守他在
香港的適應，他的辦公室將安排在元朗
基福堂，也有錦繡堂印尼言牧師作督導
和同行，求主保守他早日適應投入牧
養，和向在港的印尼工人關懷佈道，建立
他們在多堂多點的地區中成長。 

 
 
             證 道 題 目             
※    【祂從來沒有忘記我們】     ※ 

證道經文 : 以斯帖記一章 
 

1:1 亞哈隨魯作王，從印度直到古實， 
統管一百二十七省。 

1:2 亞哈隨魯王在書珊城的宮登基； 
1:3 在位第三年，為他一切首領臣僕設擺 

筵席，有波斯和米底亞的權貴，就是 
各省的貴冑與首領，在他面前。 

1:4 他把他榮耀之國的豐富和他美好威 
嚴的尊貴給他們看了許多日，就是一 
百八十日。 

1:5 這日子滿了，又為所有住書珊城的大 
小人民在御園的院子裏設擺筵席七 
日。 

1:6 有白色、綠色、藍色的 帳子，用細麻 
繩、紫色繩從銀環內繫在白玉石柱 
上；有金銀的床榻擺在紅、白、黃、 
黑玉石的鋪石地上。 

1:7 用金器皿賜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 
甚多，足顯王的厚意。 

1:8 喝酒有例，不准勉強人，因王吩咐宮 
裏的一切臣宰，讓人各隨己意。 

1:9 王后瓦實提在亞哈隨魯王的宮內也為 
婦女設擺筵席。 

1:10 第七日，亞哈隨魯王飲酒，心中快 
樂，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個太監 
米戶幔、比斯他、哈波拿、比革他、 
亞拔他、西達、甲迦， 

1:11 請王后瓦實提頭戴王后的冠冕到王 
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為 
她容貌甚美。 

1:12 王后瓦實提卻不肯遵太監所傳的王 
命而來，所以王甚發怒，心如火燒。 

1:13 那時，在王左右常見王面、國中坐高 
位的，有波斯和米底亞的七個大臣， 
就是甲示拿、示達、押瑪他、他施斯、 
米力、瑪西拿、米母干，都是達時務 
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規，辦事必先詢 
問知例明法的人。王問他們說： 

1:14 併於上節 
1:15「王后瓦實提不遵太監所傳的王命， 

照例應當怎樣辦理呢？」 
1:16 米母干在王和眾首領面前回答說： 

「王后瓦實提這事，不但得罪王，並 
且有害於王各省的臣民； 

1:17 因為王后這事必傳到眾婦人的耳 
中，說：『亞哈隨魯王吩咐王后瓦實 
提到王面前，她卻不來』，她們就藐 
視自己的丈夫。 

1:18 今日波斯和米底亞的眾夫人聽見王 
后這事，必向王的大臣 照樣行；從 
此必大開藐視和忿怒之端。 

1:19 王若以為美，就降旨寫在波斯和米底 
亞人的例中，永不更改，不准瓦實提 
再到王面前，將她王后的位分賜給比 
她還好的人。 

1:20 所降的旨意傳遍通國（國度本來廣 
大），所有的婦人，無論丈夫貴賤都 
必尊敬他。」 

1:21 王和眾首領都以米母干的話為美，王 
就照這話去行， 

1:22 發詔書，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 
通知各省，使為丈夫的在家中作主， 
各說本地的方言。 

日期 內容 

裝

備 

月 

13/1 崇拜事奉人員會議 
12：00-1：00 

3/2 

20/1派發2019教會事工手冊 

3/2 會友大會，在崇拜家事報
告開始進行 11：45-12：30 

 
16-17/2 

 

16/2 周六研經會 

【立已立人的使命兵團】 
下午 4：00-6：00； 
下午 7：00-8：30 

17/2 周六領袖退修日 

崇拜後至 2：00 

講員：區伯平牧師主領 

17/3 
家長專題：與子女同行的妙法 

下午 12：30-2：00 

講員：郭奕宏牧師 

24/3 
如何持續建立佈道的小組 
下午 12：30-2：00 
短宣中心同工主領 

禱

告

月 

14/4 
聯堂洗禮下午 2-5 時 
（詳情容後公佈） 

19/4 受苦節崇拜下午 3：30 – 5:00
在建榮商業大廈 9 樓 

21/4 
復活節福音主日 

講員：萬得康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