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10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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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馮文富傳道 

讚美敬拜 願祢國度降臨 盧惠珍姊妹 

 主信實無變  

 祢坐著為王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尼 5:1 - 19 (舊約 601頁) 會 眾 

講道 堅持？放棄？ 馮文富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一顆謙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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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煒弟兄 

經訓 腓 2:5 - 8 會 眾 

祈禱  陳紹銘傳道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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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s of God, the Holy Spirit, and Lamb of Christ 

上帝的手、聖靈鴿子和基督羔羊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119:97 – 104 耶 31:27 – 34 提後 3:14 – 4:5 路 18:1 – 8 

 



聽主道筆記︰2019年 10月 20日 講員︰馮文富傳道 

堅持？放棄？ 尼希米記 5章 1至 19節 

 

引言： 

 柏拉圖說：「人生最遺憾的，莫過於，輕易地放棄了不該放

棄的，固執地堅持了不該堅持的。」 

 

 當時的困境（5:1-5） 

 

 尼希米的榜樣： 

 

 

1. 堅持遵行律法（5:6-13） 

 

 

 

 

 

 

 

 

 

 

 

 



2. 放棄應有權利（5:14-16） 

 

 

 

 

 

 

 

 

3. 堅持善待別人（5:17-19） 

 

 

 

 

 

 

 

 

結語： 

堅持與放棄的抉擇，關鍵是一個「敬畏神」的心（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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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周年感恩： 

a. 蒙上帝恩典，屯福堂今年慶祝四十周年，舉辦了多個聚會，

銳意建立門徒生命，現出版 40 周年特刊，歡迎每個家庭

取一本特刊，見證和紀念在上帝帥領下，屯福堂四十年歷

史中所走過奇妙旅程，滿有主的恩典與憐憫。 

b. 深信這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的，願意藉擺上奉獻感謝上帝，

鼓勵弟兄姊妹先禱告，按所領受的感動，同心向上帝獻上

感恩。以下列出過去一年教會在主要活動中的補貼／支出，

作會眾奉獻參考之用（補貼總支出約 10 萬，包括：   

堂慶總支出 5.3 萬，JT 營會 2 萬，靜修營 1.2 萬，     

銳意門訓研討會 1.5 萬）。 

3. 銳意門訓 2019 職場門徒-國度反擊戰！（IDMC HK 201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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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69位弟兄姊妹已報名，只餘一個教會資助名額。已報

名之弟兄姊妹，請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繳費作實   

（原價$450，現收$250）。 

b. 大會招募十位弟兄姊妹擔任書攤義工，於中場休息期間，

協助書攤運作，回答簡單提問，義工毋須處理賣書金錢交

易。鼓勵弟兄姊妹報名，請到服務台簽名。 

 



4. 將臨期主日崇拜：按照教會年曆，2019 年 12月 1日為將臨期

第一主日，將臨期及相關聖誕節聚會之目的，是讓弟兄姊妹

學習銳意等候上帝，迎接耶穌基督的臨在，以積極順服的心

踏上救贖的旅程。教會將安排在將臨期第一至第四主日崇拜

（12月 1，8，15及 22日）中讀經及燃點將臨期蠟燭。 

5. 畢業禮：江潤祥弟兄於恩福神學院修畢聖經研究碩士課程，

畢業典禮將於 11 月 24 日（主日）下午 3:00 在九龍荔枝角長

沙灣道 789 號恩福中心 2 樓禮堂舉行，誠邀弟兄姊妹出席，

見證上帝大恩。 

6. 喪禮：陳麗芳姊妹及陳世海弟兄的母親陳姜華妹姊妹之喪禮

將於 10 月 30 日（星期三）晚上在紅磡寰宇殯儀館地下懷宇

堂舉行。 

7. 同工動向： 

a. 李恩全牧師正休假至 10 月 25 日。 

b. 陳紹銘傳道將於 10 月 22 至 11月 2 日休假。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神啊，讓我看到祢的榮耀，是祢透過耶穌最明確的自我啟

示，讓我看到祢榮耀的彰顯。耶穌本有神的形象，卻甘願

倒空自己，成為僕人的樣式，求祢教我效法耶穌基督的生

命，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一生盡心獻上自

己的所有，謙卑事主，堅守主道。 

2. 福音事工： 

星月宣教士的負擔是向中東地區信奉穆斯林的人傳福音。

自 2010 年開始，星月已於當地以不同方式服事了九年。

星月現準備以義工培訓作為傳福音的橋樑，感謝主，已有

多位當地女孩表示願意接受義工培訓。願主賜星月信心與

智慧，能夠與參加者建立良好關係，可以進一步分享上帝

的奇妙作為，引領她們歸主。 

3. 關顧代求： 

胡群章姊妹上周因心口痛入院，現仍留院觀察。願上帝保

守姊妹的康復過程，又保守姊妹身、心、靈平安，在病患

中，仍然保持對主的信心，仰賴主的醫治和供應。 

  



  
上周崇拜記錄 

10月 12日 Jesus’Teens 

24人（青少年人：12人） 

主日崇拜 

早堂：107人 

午堂：63人 

兒童崇拜︰15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209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0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65,468.70 11,600.00 —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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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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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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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10月 27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2: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10月 27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1 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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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勒團契已聯同約翰團合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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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
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
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書 2 章 5 – 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