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8月 25日 

早堂：上午九時三十分 

午堂：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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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曉彤傳道 

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事工幹事（部分時間）: 陳高君倩姊妹 

財務幹事（部分時間）: 陳陳美春姊妹 

 

 

 

香港新界屯門彩暉花園七至八號地舖  

 電話：(852)2452 6988 傳真：(852)2458 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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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陳紹銘傳道 

讚美敬拜 祢是我藏身處 盧惠珍姊妹 

 因主的名  

 萬世戰爭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賽 55:6 – 13 (舊約 867頁) 會 眾 

講道 快來尋求主 陳紹銘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愛中遇到祢 會 眾 

奉獻  會 眾 

讚頌 讚美一神 會 眾 

家事分享  陳紹銘傳道 

公禱  張忠傑弟兄 

經訓 來 12:28 – 29 會 眾 

祈禱  陳紹銘傳道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聽主道筆記︰2019年 8月 25日 講員︰陳紹銘傳道 

快來尋求主 以賽亞書 55章 6 - 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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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首次出席本堂崇拜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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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共慶中秋樂：傳道部將於下主日（9月 1日）下午 2:45 - 5:15

為街坊舉行福音聚會，需招募事奉人員，鼓勵弟兄姊妹邀請

親友赴席。請探訪隊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安排探訪；

其他事奉人員報名可到服務台簽名。請所有工作人員出席於

下主日（9月 1日）下午 1:45 舉行的工作簡介會。 

3. 警醒、靜修、職場門徒 2019：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操練，到主

面前，讓生命改變：— 

a. 十月靜修營名額已滿。 

b. 銳意門訓2019職場門徒-國度反擊戰！（IDMC HK 2019）：

讓我們以上帝的真理，因著耶穌基督，為在職場作主門徒，

重新定位。銳意門訓研討會 2019將於 11月 29日（星期五）

及 30 日（星期六）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主題為

「職場門徒-國度反擊戰！」，現有 63位弟兄姊妹已報名，

只餘少量教會資助名額（大會已售出逾 3,900 張門票）。 

開始收費作實，已報名弟兄姊妹，請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繳費。 

4. 靜修營／銳意門訓（IDMC HK 2019）收費優惠： 

為鼓勵弟兄姊妹參加，收費折扣如下：— 

a. 十月靜修營：原價$800，現收$400 

b. 銳意門訓研討會 IDMC HK 2019：原價$450，現收$250 

 

 



5. 水禮暨兒童按手禮：2019年水禮將於 10 月 6日（主日）下午

2:30 舉行，當日也將同時舉行兒童按手禮。若有家長希望讓

子女接受按手禮，請向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索取「孩童按手

禮申請表」。查詢請聯絡李恩全牧師。 

6. 「夢．工．呈」購堂還款認獻 2019：已收取的奉獻連同認獻

金額約 40萬，鼓勵弟兄姊妹為此禱告，憑信心，按感動回應

上帝。收取奉獻截數日期延期至 9 月 29 日（主日）。教會在

2019年度，在每月$48,361按揭還款以外，定下購堂還款認獻目

標$60萬，全數用作償還到期之免息貸款，最新奉獻情況，請

參閱「附錄」。 

7. 同工動向：堂主任李恩全牧師今天（8 月 25 日）於播道會  

和平堂主領崇拜證道及下午事奉人員退修會。 

 

Christ healing the crippled woman who was bent over 基督醫治腰不能伸直的女人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71:1 – 6 耶 1:4 – 10 來 12:18 – 29 路 13:10 – 17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上帝啊，我們犯罪，令祢厭煩，懇求祢赦免，憐憫我們這樣

的罪人！救贖主啊，願祢把我們從令祢厭煩的生活中釋放出

來，感謝主，賜給我們不能震動的國，因此，我們決意用虔

誠及敬畏的心事奉上帝。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帥領「共慶中秋樂 2019」，讓各同工及眾參與籌備的

弟兄姊妹，滿有智慧及力量，為各環節作最好的安排，包括

詩歌、遊戲、茶點、見證、信息、接待、枱長、佈置、栽培

等。 

3. 關顧代求： 

 生命成長查經组组員劉影雪姊妹已在 8 月 19 日安息主懷。

求主的安慰臨到影雪的子女及家人，讓他們明白及相信影雪

已安息在耶稣的懷中。 

 

 

 

 

附錄︰「夢．工．呈」2019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萬 

截至 2019年 8月 18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39,650.00 

貸款轉奉獻 $90,000.00 

已收奉獻 $273,100.00 

總額 $402,750.00 

 
 
 



上周崇拜記錄 

8月 17日 Jesus’Teens 

29人（青少年人：13人） 

主日崇拜 

早堂：106人 

午堂：71人 

兒童崇拜︰18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224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4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23,120.00 5,900.00 200.00 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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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0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8:30-9:00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3:00-5:30 

（崇拜 3:30） 
高小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9:30 幼兒及小學生 

Youth  

For Christ* 

9月 13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大專／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45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9 月 7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9月 15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2: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9月 22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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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勒團契將聯同約翰團合併為 Youth For Christ；聚會時間為每月第二
及第四個星期五晚上 8:00 

 

 

 

本週經訓︰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
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   

希伯來書 12章 28–29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