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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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早上 
10：30 

楊靖紀 
牧師 

馬耀邦 李淑敏 陳德華 陳月桂 王迎雪 陳延輝 李俊良 楊翠玲 

10/2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楊翠玲 劉穎 葉啟良 丘凱彤 郭麗霞 林智強 梁皓貽 劉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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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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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早上 
10：30 

沈志光 
傳道 

蔡國榮 
堂委 

周伙喜 
陳靜儀 

【合堂崇拜】 
李兆維傳道 

葉嘉霖 
程淑敏 

雷偉洪 

                     ※  本週獻花： 哥尼流組  旋佩珊    ※ 
(27/1)崇拜出席人數：成人66人  少崇31人  兒童22    合共:119人  遲到 : 5人  

※【優先化的愛】 ※                       
可 12：28-34 

關係是美好，亦會令人痛苦。在我們人生舞台上，這兩種狀況都是不斷交替著。 
有一對夫婦阿義和樂冰結婚數年恆常返教會，關係卻十分穩定。有一天丈夫樂冰

突然腦出血，令他們的思緒一下子崩潰了。治療過程中當太太看見醫生送丈夫入手術
室時，就可能他的餘生都會處於半清醒狀態。阿義便向陪伴的牧師說：神總有計劃，
無論付上甚麼代價，我都矢志不渝地愛樂冰。 

樂冰在手術室後，阿儀也守諾言，對他不離不棄。一日復一日，阿儀坐在樂冰身
旁對他說：我會繼續照顧你放心吧！因著阿儀的愛有出乎意料地令樂冰康復過來。縱
然他說話仍有點含糊不清，他開始運用雙手和雙臂，沒有任何扶助之下自己行走出第
一步，他們每週在教會裡，好像散發愛光芒的夫婦，憑著從上而來的愛克服一切困難；
她以勇氣和信靠神壓倒一切困難，令人敬佩的典範。曾有照顧樂冰護理員都把他的生
命視為神蹟。因他們最大的神蹟並不是他的身體得以康復，而是他們的愛在人生舞台
上即使很糟糕，而他們仍然決定繼續去愛。阿義以無私的心去愛對方。而樂冰則選擇
接受和回報阿儀的愛，放下自憐的心態克服疾病帶來的困難，彼此活出愛的生命。 

關係中充滿了驚喜和困難。耶穌降世已經清楚表明，祂明白我們在關係中所經歷
的驚喜和痛苦，因祂親身經歷過身體和關係的痛楚。最值得留意就是人們都喜歡向耶
穌提問，甚至與祂意見分岐的人又以問題來設圈套陷害祂，當中也有一位站在遠處的
文士提出問題：「在所有的誡命中，那一條是最重要？」而耶穌以耐心地耹聽他的問
題而(回答 Shema)，第一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接著第二就
是…要愛人如己。耶穌回答他們的內容，是針對處理關係為最重要，毫無疑問的是要
指與神關係在於首要的位置，接著就能夠有助人與人的。 

盼望我們在生活中，多思想所作的事情，是否幫助我們建立與神、與人的關係，
盼望一同閱讀此書，彼此透過「耶穌教我關係之道」，幫助我們進入豐盛的屬靈生命
關係裡，從「優先化→行動化→不僵化→真實化→僕人化和→推己及人化」，彼此建立
守望相愛的關係，活出一個充滿真愛的使命群體。 

 

節錄霍利德牧師《40 天學真愛：耶穌教我關係之道》福音證主協會出版，2011 年 18-21 頁。                                                                   

                                                                    沈志光傳道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一九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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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示錄 4:11………………………… 主  席 

 禱  告 ………………………………………………………………… 主  席 

＊ 詩歌頌讚 ………………………『忠心作子民』…………………… 主  席 

  『至聖恩主』『求將主愛澆灌』『全是祢』  

 經文誦讀 ……………………馬可福音 1:35-39……………………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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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聽從主命的獨處】…………………… 楊靖紀牧師 

     經文 : 馬可福音 1:35-39  

 詩歌回應 ………………………『停留祢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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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憂慮』………………………… 會  眾    

＊ 祝                                                  福 …………………………………………………………………… 楊靖紀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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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主日崇拜詩歌~『救恩降臨』 
『至高尊貴的祢』『是祢應許』『耶穌，我感謝祢』 

『求將主愛澆灌』『不要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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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特別鳴謝】宣道會柴灣堂堂主任楊靖 

紀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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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4月教會活動安排如下，請預留時間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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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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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員 祈 禱 

1. ※周伙喜弟兄在上周完成了多個身體的

檢查，預計在二月中約見腫瘤科醫生，請

祈禱記念弟兄和家人滿有主的平安，讓醫

生有合適的治療。 

2. ※黃震國堂委的母親梁麗琼姊妹，在上

周一 28/1 順利完成手術，現在可以用喉

管飲奶和自行呼吸，雙手開始有力，曾有

數次睁開眼睛。希望他早日有意識與家人

對話，腦壓繼續減低，身體不受細菌感

染，仍有少許發燒，請祈禱記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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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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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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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      【聽從主命的獨處】      ※ 

證道經文 : 馬可福音 1:35-39 
 
1:35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 

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裏禱告。 

1:36 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 

1:37 遇見了就對他說：「眾人都找你。」 

1:38 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 

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裏傳 

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 

1:39 於是在加利利全地，進了會堂，傳 

道，趕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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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