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我心志，步履主腳蹤   

※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期  
(日/月) 

地點/ 
時間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1  司事2  司事3   場地組 投影片 

26/12 (商中) 
10：30 

 沈志光 
  傳道  馬耀邦 劉穎 楊雅敏 鄧麗華 賀靜眉 

場地組  
組員 鄧巧賢 

2/1 (商中) 
10：30 

 沈志光 
  傳道 

 葉美鳳 貝永萍 郭麗霞 蔡德國 劉玉英 
場地組  
組員 

姜寶兒 

日期  
(日/月) 

家事 
報告 

點數 
奉獻 

接待 

 
少青崇拜~週六下午3:30              

(建榮聚會點) 

兒崇老師及協助導師    
當值表 

幼兒級/兒童級 高小級 

26/12 沈志光 
傳道 

蔡國偉 
吳玉馨    

傳道部 
25/12【聖誕信息：誰伴你闖天下】             

沈志光傳道 
劉曉彤 
鄧潔賢 

羅傳禮 

2/1 
沈志光 
傳道 

陳玉梅 
姜寶兒    

傳道部 1/1【戶外退修】 容智仁傳道 
葉嘉霖 
吳柱梅 

鄭莉華 

19/12人崇拜60人；收看崇拜17；兒童崇拜23人；周三護老院崇拜19人； 
周六青少崇拜: 25人；合共144  (遲到3人) 

~  26/12 主日獻花 : 黃震國伉儷、陳碧珊； 插花司事：黎潔雯 ~ 

【爾道將臨：預備已心，迎主降臨】 
2021 年快要去到尾聲，這一年我們都經歷了很多困難與變遷，彷彿整個世界都不是我們所預期。

然而，基督徒的盼望與身份價值，從來都不是由這個世界的價值觀與局面所定義，而是由耶穌基督與

福音所定義，所以在患難的日子，我們更體會作為世上客旅及寄居者的身份，更堅定地仰望所相信及

倚靠的耶穌基督。無論我們去到異鄉或選擇留下，我們都只是寄居者。 

耶穌基督作為彌賽亞也是一樣，以一個軟弱無力的姿態出現。以賽亞書有這一句：「從耶西的本

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賽十一 1)這是描述彌賽亞應許的序幕，我們本以為必須以大

衛作為開始，誰不知卻以耶西作為開始。這種開始的方式有點奇怪，因為彌賽亞的應許只涉及大衛的

後代，並不涉及大衛的父親，到底為何經文會以耶西作開始呢？其中一個可取的解釋，就是經文刻意

以耶西的本來隱藏大衛的角色，這叫人明白大衛這偉大的王本是由耶西這位不太有名的人所生，叫人

明白那滿有盼望的應許竟來自一位無人記念的耶西，這便是彌賽亞應許的特色。彌賽亞的應許所指向

的，並非甚麼權貴與名人的後代，這偉大的救恩卻竟然來自名不見經傳的耶西。正如耶穌的出生也不

是來自名門望族，卻因著這種卑微的出世才能成就偉大的救恩。原來，應許的來源是要卑微，這樣才

能把人的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才能讓人明白金錢、名譽、地位及學位都是虛幻。 

耶西的本所發的一條，叫我們回到大衛受膏的那一刻，當時撒母耳來到耶西面前，要求他所有的

兒子都來到他身邊，耶西把他的兒子們都引到撒母耳面前，只是他們都不是耶和華所揀選的，就算他

們的外表具備了君王的本錢，但耶和華卻清楚地向撒母耳指出：「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

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十六 7) 這個經歷，定

義了耶和華所看重的東西，並非我們人類所能明白的，人永遠都是以外貌來認人，昔日掃羅與大衛的

哥哥們都有君王的外貌，足以滿足人的條件，然而，只有人的內心才能滿足神的條件。原來，耶西的

本所發的一條在外表上的軟弱的，但神偏偏就選中了他。 

耶穌基督出現的姿態，我們作為軟弱的寄居者的身份便顯得很有意思，神的盼望從來都是這樣，

叫相信的人所明白。祈求主使用祂的話，成為我們在世寄居的倚靠。 

2021 年快要完結，在 2021 年的將臨期，教會也參與建道神學院【爾道將臨】的節期活動，藉著課堂、
小組查組及靈修資料，讓我們進入 28 天的將臨期(28/11-24/12)，好讓我們以信心及盼望記念主的降
生，也同時記念祂再要榮耀的再來。在那種「主必快來」的信仰下，我們堅信神必會審判大地，拯救
祂的子民，因此我們都相信祂、忠於祂、倚靠祂，直到有一天見祂。 （節錄高銘謙牧師的文章）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崇 拜 程 序 表 ＊ 

 
                            

※鼓勵大家在崇拜前十分鐘預備心靈親近主※  
 
  

 宣召經文 …………………… 以賽亞書 52:7-8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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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歌頌讚 ………＊【聖誕期第一主日~~慶賀救主降臨】＊……… 主  席 

  『和平之君』『是為了愛』『最珍貴的禮物(國)』  

 經文誦讀 ……………………… 詩篇 90 : 1-17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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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分享 …………………………轉會見證…………………………… 李強勝弟兄 

 證    道 ……………………【豐盛人生的光彩】……………………… 沈志光傳道       

   證道經文 : 詩篇 90:1-17  

 詩歌回應 …………………………『是為了愛』………………………… 會    眾 

 迎新問安 …………………………………………………………………     主  席 

 家事報告 ………………………………………………………………… 沈志光傳道                                      

＊ ＊散          會       歌 ……………………『最珍貴的禮物(國)』……………………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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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靜默禱 ………………………………………………………………… 會                     眾 

 
※ 有＊項目請會眾一同站立 ※ 

 
顧問牧師：畢德富牧師 
堂 主 任：沈志光傳道 
傳   道：蔡玉冰傳道  容智仁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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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主日崇拜詩歌~~【慶賀救主降臨】＊ 

『祢是我唯一的倚靠』『逾越』『聽命勝於獻祭』『忠主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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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1. ※【聖餐主日】定於 16 / 1 主日舉行， 
由本堂畢德富顧問牧師證道及施聖餐，請
會眾預備心靈虔守主餐。 
 

2. ※【視像月禱會】定於 11 / 1 周二晚上   
8：30 - 9：30 舉行，鼓勵會眾預留時間 
出席參與，彼此緊密守望。 
 

3.【25  「身」   挑戰】      25 周年籌款活動 
按參加者的興趣或專長，以任何形式各自
以「25」有關的籌款活動為堂會的擴堂基
金並堂會日後發展籌募經費。 
目的：讓弟兄姊妹及青少年能有開組及相
聚的地方，接待社區內的街坊，分享主愛，
有特別需要時，能作崇拜聚會用途。 
日期/時間：14/11/2021 至 25/12/2021 
一個半月內完成 
地點：不定地點/不定形式 
報名：可在司事枱／QR code 

 
4.※教會聚會【11/2021–2/2022】的安排，
鼓勵會眾預留時間參與及祈禱記念。 

14/11-25/12 【25「身」挑戰】 

25 周年籌款活動 

＊26/12     
【教會年終合區分享會】 

崇拜後至 1：30 

2022 年安排 
派發事工手冊 30/1/2022 

會友大會 13/2/2022 
 

5. 政府發出新聞公佈後，區聯會亦有以下
指引內容： 
‧教會內聚會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聖 
餐除外）。 

‧教會慣常用作崇拜地點的地方，參與 
人數限制在該地點可容納場地崇拜人 
數的 50%或以下。 

‧堂址內須執行防疫措施，包括：進入 
舉行活動聚集地方人士須量度體溫， 
消毒雙手、   全時間戴上口罩、保持     1.5 
米社交距離、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 
 

6.區聯會【12 月份宣訊期刊】專題： 
『變與不變 –– 聖誕節和復活節 』，勵會 
眾前往基督教香港區聯會網址進入細閱。 
https://cmacuhk.org.hk/2021/12/10/264-

%e5%ae%a3%e8%a8%8a/ 

 
7.※2022 年【主日獻花】編排在每月的
聖餐主日，有關獻花者的認獻，請在司
事檯登記，每次共有四個單位可認獻，
每個單位獻金為$100，請將獻金投放奉
獻封內並需註明該月份獻花及姓名，獻
花金額將計算在每年財政年度的奉獻
收據內。 

 
家 園 代 禱 

1.※傳道部： 
在明年開設在主日崇拜後，每月 2 次
【幸福小組】合共八次，以輕談生活
的方式進行，共有 6 位成員、2 位傳
道同工配合，求主使用我們的配搭，
讓會眾帶來的朋友也能得著救恩，在
小組中成長。 

 
2.自立的跟進安排： 
在最後階段，等候區聯會進一步通知遞
交過去五年的資料後，區聯執委會將約
見堂委會了解市宣家的情況，請繼續祈
禱記念，求主帶領市宣家未來的發展。 
 

會 眾 代 禱 
 

1.※蔡國榮堂委已經進入電療階段，求主
保守血小板指數上升繼續進行治療，求
主保守太太李淑敏姊妹有足夠的休息，
加添心力和體力照顧家人。 
 

2.※順利誕下嬰孩的伉儷，求主賜福給父母
早日適應和兒子健康的成長：  
 
‧李俊偉、葉嘉維伉儷，在 30/11 順利
誕下 3.14kg 嬰孩。 

‧梁皓貽、邱嘉寶伉儷，在 17/12 順利
誕下 3.06kg 嬰孩。 

3.※本堂會友李耀東弟兄和韓玉嬌姊妹在
8/1/2022 九龍佐敦佑寧堂下午 3 時舉行
結婚典禮，鼓勵會眾一同參與共證主恩。 
地點：油麻地佐敦道 4 號（佐敦港鐵站

B2 出口步行約 5 分鐘）。 
 

4.吳柱梅弟弟吳炎軒弟兄，肺病正接受藥物
治療，求主醫治減輕藥物副作用，並保
守弟兄和家人的心情。 

 
5.劉美欣姊妹的兒子何俊杰患有罕見疾病      

(SSADH)，現申請外地醫療團隊的藥物
治療，預計在明年七月會推出臨床藥物
的治療，求主保守俊杰能成為申請成為
治療的病人。 
 

差 傳 代 禱 
 
1.※【黃金閣網上祈禱會】於 28/12 星期
二晚上 8：00-9：00 舉行，未來安排定於
每月最後一個周二晚上舉行（有關連結
聚會的資料三天前發放）。 
若有肢體參與，可與沈傳道聯絡。 

 
2.※ 宣道差會馬達加斯加宣教工場主任 
黃聲鋒牧師代禱，在 14 /12 黃牧師這因
心肌梗塞已入住馬達加斯加醫院心臟科
病房，心臟情況有好轉，16 / 12 做心了
臟超聲波檢查，仍處於危險階段，須觀
察 7 天和接受治療。 
差會盼待黃牧師情況穩定後，能轉往留
尼旺醫院接受治療。請為轉往留尼旺治
療的安排禱告，包括：安排專機往留
島、得馬島政府批准離境就醫、與留島
醫院溝通等，能有較佳的醫療治療。也
請為黃師母禱告，求主賜她身心靈平
安。 

 

            證 道 內 容            

※       【豐盛人生的光彩】       ※ 

證道經文 : 詩篇 90:1-17  

 

90:1 (神人摩西的祈禱)主啊，你世世代代
作我們的居所。 

90:2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
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 神。 

90:3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
歸回。 

90:4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
如夜間的一更。 

90:5 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
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 

90:6   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90:7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

怒而驚惶。 
90:8 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

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 
90:9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

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
息。 

90: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
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

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
如飛而去。 

90:11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
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 

90: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90:13 耶和華啊，我們要等到幾時呢？求
你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 

90:14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
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90:15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 
和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 

90:16 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顯現；願你的
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 

90:17 願主我們  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
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
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