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1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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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三一來臨 陳君漢弟兄 

 我知所信的是誰  

 傳給萬邦的故事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太 7:1 - 12 (新約 8頁) 會 眾 

講道 當以憐憫待人 陳 鴻 老 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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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志業弟兄 

經訓 帖後 3:3 - 5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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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Speaks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上帝向以色列民說話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98 瑪 4:1-2上 帖後 3:6-13 路 21:5-19 

  



聽主道筆記︰2019年 11月 17日 講員︰陳鴻老師 

當以憐憫待人 馬太福音 7章 1 - 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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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明道社陳鴻社長蒞臨，宣講上帝的話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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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聖誕節佈道會： 

a. 教會將於 12月 25日下午 2:30 – 4:30 舉行佈道會，主題：

「希望」與你有約（Celebration of Hope），見證耶穌基督

的名字和福音的大能，讓與會者得屬天的盼望及平安。 

b. 請弟兄姊妹為未信主的同事、同學及家人親友祈禱，邀請

他們赴會；並於服務台填上預計赴會人數，便利安排。 

4. 2019聖誕探訪： 

a. 傳道部將組織探訪隊於聖誕來臨前，探訪街坊，宣告聖誕

喜訊，包括獻唱聖誕詩歌、分享生命故事及派發禮物等。

探訪時間採取彈性安排，配合街坊需要。鼓勵弟兄姊妹參

與，可到服務台報名，查詢可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截止報名日期為今天（11月 17日）。 

b. 簡介會及差遣禮，將於下主日（11月 24日）早堂崇拜後

舉行（約 11:00）於大禮堂舉行，請參與弟兄姊妹預留時

間出席。 

 

 

 

 



5. 銳意門訓 2019 職場門徒-國度反擊戰！（IDMC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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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將安

排旅遊車往返教會及會場，每人車費$85。（出發時間不早於

早上 8:00，確實時間請留意稍後公佈。）請已報名乘搭旅遊

巴的弟兄姊妹向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繳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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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聚會變動： 

為方便弟兄姊妹出席「銳意門訓 2019」，11 月 29日（星期六）

聚會有以下改動： 

 Jesus’ Teens 週會暫停一次，教會照常開放； 

 青年團暫停一次，因大部份團友參加銳意門訓 2019。 

如有查詢，請聯絡傳道同工或幹事。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信實的主，感謝祢堅固我們對祢的信心，既知道生命中一

切事情都是祢掌管，懇求祢把我們從焦慮與自以為是中拯

救出來，不再妄想自己能夠控制未來。我們決意遵行祢的

吩咐，專一愛上帝，學習基督的忍耐。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帥領「IDMC HK 2019」，讓研討會順利舉行，保守

講員曾金發牧師、曾麥翠蓮師母，得著聖靈的能力，激勵

香港信徒勇敢作主門徒，見證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盼望；

又願上帝保守各工作人員，包括播道總會傳道部同工、敬

拜隊，主席、見證、會場招待、保安、書攤等義工，得著力

量與智慧，效法耶穌，謙卑服事眾弟兄姊妹。 

3. 關顧代求： 

感謝主揀選青年團新一屆職員會，願主塑造他們的生命，

行出從內而外的信心生活，職員包括洪麗芳姊妺（團長）、    

蕭潔芝姊妺（副團長及屯福小組組長）、鄧美儀姊妺（文書）、

陳世海弟兄（財政）、鄭家樂弟兄（活動及週會統籌）和另

外兩位屯福小組組長：楊順強弟兄及李細妹姊妺。 

  



上周崇拜記錄 

11月 9日 Jesus’Teens 

19人（青少年人：8人） 

主日崇拜 

早堂：107人 

午堂：63人 

兒童崇拜︰23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212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2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46,538.00 18,400.00 —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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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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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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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7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12月 15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2: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11月 24 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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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經訓︰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我們
靠主深信，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後來也必要遵
行。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帖撒羅尼迦後書 3 章 3-5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