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6 年 12 月 18 日 

上午十時正 
 

 

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

堂 主 任：李恩全牧師

傳  道：馮文富傳道、陳紹銘傳道

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行政幹事：陳梁偉嫺姊妹

音樂幹事（部分時間）: 鄧卓敏姊妹 

事工幹事（部分時間）: 陳高君倩姊妹

 

香港新界屯門彩暉花園七至八號地舖  

 電話：2452 6988 傳真：(852)2458 4573 

 網址：www.efcc-tmc.org 電郵：tmc@efcc-tmc.org 

 



將臨期第四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齊來頌讚 陳君漢弟兄 

 寶貴恩典  

 慈繩愛索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讀 經 員 * 

燃點將臨期蠟燭  楊順強伉儷 

講道 

賽 9:1-7（舊約 819 頁） 

黑暗中的盼望——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郭罕利博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以馬內利來臨 會 眾 

奉獻  會 眾 

讚頌 讚美一神 會 眾 

家事分享  李恩全牧師 

公禱  符梅芳姊妹 

經訓 賽 9:6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齊來頌讚（ACM：大祭司，13） 

全地和應，普天高呼， 

萬有的主宰配得稱讚， 

榮耀歸於至高至善， 

大愛比海更深。 

列國歌唱，拍手歡呼， 

齊聲讚頌主每刻看顧， 

我要稱讚，每天讚頌上帝的愛。 
 
 
 
 
 

寶貴恩典（基恩敬拜音樂事工：靠主愛誇勝，3） 

上帝的恩典是何等寶貴， 

祂賜下了光，賜下了寬恕， 

賜下了獨生的愛子。 

在祢的愛中，我沒甚麼的懼怕， 

那眼未見的，耳未聽的， 

心也未想到的，已經一一供應。 

神啊，祢是配得那尊貴， 

大愛似海般深，恩典夠我所用。 

神啊，我是如此的寶貴， 

我願意用我這生榮耀祢。 

 



慈繩愛索（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神大愛，2） 
來到你的寶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 
你配得一切榮耀尊貴，你是王，掌管明天。 
來到你施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 
惟獨你愛我，天天不改變，奇妙救主，我永屬你。 

慈繩愛索緊緊牽引我，為我捨身，背起我罪， 
護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裡能得安穩。 
我願一生歇力同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 

徬徨人生不擔心，因有你伴我行， 
靠著你能走出黑暗。 
 
 
以馬內利來臨（頌主新歌，94） 
1.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救贖釋放以色列民； 

淪落異邦，寂寞傷心，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2. 耶西之條，懇求降臨，撒但手中，釋放子民； 
地獄深處，拯救子民，使眾得勝死亡之墳。 

3. 清晨日光，懇求降臨，藉主降臨，歡慰眾心； 
衝開長夜幽暗愁雲，驅散死亡深沉黑影。 

4. 大衛之鑰，懇求降臨，大開我眾天上家庭； 
安排我眾登天路程，斷絕人間多愁苦徑。 

副歌：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定要降臨！ 
 
 
讚美一神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將臨期第四主日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80:1-7, 17-19 賽 7:10-16 羅 1:1-7 太 1:18-25 
*薜海英姊妹 *朱嘉誠弟兄 *鄧溢朗弟兄 *陳裕廷弟兄 

燃點蠟燭的弟兄姊妹 啟（楊順強弟兄、鄧美儀姊妹） 
全體會眾 應 
啟︰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

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應︰我們燃點這蠟燭，這蠟燭代表耶穌基督是光，來到世

界。 

啟︰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

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必

作你的後盾。（賽 58:8） 

應︰主耶穌啊，我們的光、我們的生命，請你來。 

合︰讓我們行在主的大光中。 
  



聽主道筆記︰2016 年 12月 18日                             講員︰郭罕利博士 

黑暗中的盼望——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以賽亞書 9章 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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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漢語聖經協會總幹事郭罕利博士蒞臨，宣講上帝的話語。 

2. 歡迎新朋友出席本堂聚會，與我們一同敬拜上帝，願上帝賜

福眾人。我們樂意於崇拜後向各來賓介紹本堂。 

3. 平安夜崇拜：教會已安排於 12 月 24 日（星期六）晚上 7:30-

9:00 平安夜崇拜中，以誦讀經文和唱頌詩歌，重溫救主的降

生，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操練在安靜中敬拜主。 

4. 聖誕慶祝會及聚餐：會友部將於 12 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

5:00 至晚上 8:00 舉行聖誕慶祝會。請各團契單位預備五分鐘

環節，向主耶穌呈獻心意。報名參加慶祝會及聚餐或預備食物，

請到服務台簽名，查詢可聯絡行政幹事陳梁偉嫺姊妹。 

5. 富泰嘉年華：傳道部將於今天下午 2:00-6:00，參與富泰邨舉

辦的聖誕嘉年華，為居民送上祝福；已報名參與獻唱詩歌和

協助攤位遊戲的弟兄姊妹，請於 2:00 到富泰邨籃球場集合。 

6. 送暖到連山：差傳部將於 12 月 26-29 日（星期一至四）探訪

連山教會；費用暫定為每人港幣 1,500 元；65 歲或以上長者

1,000 元；全時間學生半價，報名請往服務台簽名，今天截止

報名。已報名之弟兄姊妹，須出席 12 月 25 日（星期日）崇

拜後舉行的簡報及差遣禮，查詢請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7. 漢語聖經協會總幹事就職典禮暨講座：郭罕利博士於 7 月 1

日開始就任漢語聖經協會總幹事；漢語聖經協會將於 12 月

31 日（星期六）上午 9:30-10:00 假播道會港福堂舉行總幹事

就職典禮，並於當日上午 10:00-12:00 舉行聖經講座「上帝國

度的展開：聖經主線大追蹤」，鼓勵弟兄姊妹出席，學習聖經。 

8. 2017 團年夜：傳道部將於 2017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晚上

6:30 在嶺南大學嶺南樓舉行「2017 團年夜」福音晚宴，接待

慕道街坊。當晚預計筵開 15 席，需要大量事奉人員，鼓勵弟

兄姊妹參與，為主作生命單張，吸引街坊及親友認識並相信

耶穌。報名請到服務台簽名，如有查詢，請聯絡福音幹事葉

滿枝姊妹。 

9. 教會網頁：教會已更新教會網頁設計；更新後的網址為

www.efcc-tmc.org，電郵地址則為 tmc@efcc-tmc.org。 

10. 財政報告：2016 年 10 月份教會財政報告已放於「教會通告」

資料夾內，歡迎弟兄姊妹省覽。 

 

  



代禱事項 

a. 感恩讚美： 

主啊，在寂靜中我們期待祢的降臨，願祢喚醒我們，從沉睡

中起來，以迫切禱告準備祢的到來。上帝啊，你要建立祢的

子民，使祢的百姓充滿喜樂。願祢教導屯福堂眾弟兄姊妹，

叫我們行在祢的道路中。請祢垂聽我們的祈求：主耶穌，願

祢降臨。 

b. 福音事工： 

i. 感謝主賜屯福堂弟兄姊妹有更多活出「生命單張」的機

會，願主帥領今天下午的「富泰嘉年華」，藉參與事奉的

肢體，包括負責攤位遊戲及詩歌獻唱，見證耶穌基督，

帶給街坊真正的快樂聖誕。 

ii. 願主賜屯福堂弟兄姊妹信心，藉慶祝救主降生，勇敢向

親友作見證，引領他們相信主耶穌。 

c. 關顧代求： 

敘利亞政府軍全面收復原本由反政府武裝組織佔領的阿勒頗

（Aleppo）東部地區，進一步引發人道危機：平民遭處決，

兒童與家人失散，日常和醫療物資均嚴重短缺。願上帝停止

一切仇恨與內戰，憐憫飽受戰火摧殘的平民，保守他們平安，

並認識耶穌基督是唯一真神。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12 月 18 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下主日—（12 月 25 日） 
聖誕節 

主席 陳君漢弟兄 陳為建弟兄 

講員 郭罕利博士 馮文富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符梅芳姊妹 伍志業弟兄 

司琴 葉金枝姊妹 吳國幀弟兄 

投影音響 顏永雄弟兄、陳世海弟兄 張棣華弟兄、郭以欣姊妹 

插花 符梅芳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事 
蔡詠詩姊妹、梁佩雯姊妹 

楊惠婷姊妹、朱嘉傑弟兄 

蕭潔芝姊妹、譚志光弟兄 

林慧寶姊妹、姜采玲姊妹 

接待 陳為建弟兄、盧惠珍姊妹 鄧慶良弟兄、盧惠珍姊妹 

兒童崇拜 

高君倩姊妹、曾頌淇姊妹 

關詠思姊妹、陳海雪姊妹 

符杏姊妹、陳靜琳姊妹 

李敏琪姊妹 

莫秀文姊妹、鄧卓敏姊妹 

嚴佩君姊妹、李敏琪姊妹 

林鳳玲姊妹、鄧溢朗弟兄 

岑碧蓮姊妺、陳璟曦弟兄 

高君倩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12月 10日 Jesus’ Teens︰ 

22 人（少年人︰12 人） 主日崇拜：140 人 兒童崇拜︰22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29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64,252.20 4,200.00 400.00 700.00 



祈禱會、團契及小組聚會時間表 

團契／組別 聚會日期 地點 時間 聚會對象 

月禱會 
1 月 20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本堂 早上 9:00-9:30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2:00-5:30 

(崇拜 3:00) 
高小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10:00 幼兒及小學生 

迦勒團契 
12 月 23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30 大專／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12 月 24 日 
星期六 

本堂 晚上 7:30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1 月 1 日 
星期日 

外出 中午 12:0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12 月 23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1 月 1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 月 6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7:30 家庭／街坊 

生命成長 
查經小組 

逢星期三 本堂 上午 10:30 本堂肢體 

*原有約翰團（星期六下午 4:30）於 JT 生活圈時段進行。 

本週經訓︰ 

【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

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

父、和平的君。】 
以賽亞書 9 章 6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