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1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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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讓讚美飛揚 張棣華弟兄 

 天地讚美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詩 100 (舊約 731頁) 會 眾 

講道 當感謝耶和華 鍾翠嫻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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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賢姊妹 

經訓 西 1:1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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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Carrying the Cross, Speaking to a Woman  

耶穌背著十架，對耶路撒冷的女子說：「不要為我哭。」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46 耶 23:1 - 6 西 1:11 - 20 路 23:33 - 43 

  



聽主道筆記︰2019年 11月 24日 講員︰鍾翠嫻傳道 

當感謝耶和華 詩篇 100篇 

 

感恩節歷史溯源 (取自互動百科) 

感恩節的由來可以追溯到美國麻省歷史的開端，起源於麻省的早

期移民。這些移民在英國本土時被稱為清教徒，因為他們對英國

教會的宗教改革不徹底感到不滿，以及英王及英國教會對他們的

政治鎮壓和宗教迫害，所以這些清教徒脫離英國教會，遠走荷蘭，

後來決定遷居到大西洋彼岸那片荒無人煙的土地上，希望能按照

自己的信仰意願自由地生活。 

1620 年，著名的「五月花」Mayflower 號船載滿了這些清教徒 102

人在 1620 年的冬天到達美洲，因寒冷和疾病，半數的移民死亡。

他們遇到了印第安人送來了生活必需品，還特地派人教他們怎樣

狩獵、捕魚和種植玉米、南瓜。在印第安人的幫助下，移民們終

於獲得了豐收，在歡慶豐收的日子，移民定了感謝神的日子，並

決定為感謝印第安人的真誠幫助，邀請他們一同慶祝節日。1621

年 11月下旬的星期四，清教徒們和 90 名印第安人歡聚一堂，慶

祝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感恩節。他們在黎明時鳴放禮炮，列隊走進

一間用作教堂的屋子，虔誠地向神表達謝意，然後點起篝火舉行

盛大宴會，將獵獲的火雞製成美味佳餚盛情款待印第安人。整個

慶祝活動持續了三天。第一個感恩節的許多慶祝方式一直流傳後

代。 



初時，美國感恩節沒有固定日期，由各州臨時決定。直到美國獨

立後的 1863 年，林肯總統宣佈感恩節為全國性節日。1941 年，

美國國會正式將每年 11月第四個星期四定為「感恩節」。感恩節

假期一般會從星期四持續到星期天。像中國的春節一樣，感恩節

當天，成千上萬的人們不管多忙，都要和自己的家人團聚，大家

一起享受一頓豐盛的節日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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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鍾翠嫻傳道蒞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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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會及差遣禮，將於今天（11 月 24 日）早堂崇拜後舉行

（約 11:00）於大禮堂舉行，請參與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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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將安排旅遊車往返教會及會場，每人車費$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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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請參與的弟兄姊妹列印確認信(以雙面 A4 列印)，作為入

場及辨識之用。 

c. 參與的弟兄姊妹分為小組，方便溝通照應，小組組長將

開始聯絡組員，組長分別為李細妹姊妹、洪麗芳姊妹、

楊順強弟兄、陳振華弟兄、蕭潔芝姊妹、王培冬姊妹、

伍志業弟兄、梁玉碧姊妹、羅曉彤傳道、馮文富傳道及



陳紹銘傳道；並請參與的弟兄姊妹留意教會特設之

WhatsApp 通訊群組所發放的資訊。 

6. 將臨期主日崇拜：按照教會年曆，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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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教會年曆︰教會已編訂新一年教會年曆，並放於「教

會通告」資料夾中和上載至教會網頁，歡迎查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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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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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典禮將於今天（1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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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弟兄姊妹於服務台簽賀

咭和出席畢業禮，見證上帝大恩。 

10. 同工動向：堂主任李恩全牧師；傳道同工馮文富傳道、       

陳紹銘傳道、羅曉彤傳道；和幹事葉滿枝姊妹、陳陳美春姊妹

及陳高君倩姊妹將於 11 月 29 日及 30 日，外出參與     

「銳意門訓 2019」。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全能的上帝，普天下都要向祢歡呼，因為祢恩典極其豐富，

祢差遣你的愛子來到我們中間，讓我們真實地看見不能看

見的神。我們不單只用嘴唇讚美祢，更決意尊耶穌基督為

為至高的主，在我們生命中居首位，叫我們更認識上帝。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興起屯福堂弟兄姊妹，為最少一位未信主的同事／

同學及親友禱告，求上帝引領，能夠向他們分享自己的生

命故事，並邀請他們參加教會聖誕節佈道會，祝福

(BLESS)*他們。 

3. 關顧代求： 

願上帝與每一位參加「銳意門訓 2019」的屯福弟兄姊妹同

在，幫助我們看見銳意作主門徒，是每一個基督徒一生的

操練，在職場為耶穌作見證是主給我們的使命。懇求上帝

幫助屯福堂會眾全然委身，忠於主的託付。 

 

 

 

*Begin with prayer 禱告 

Listen to a friend 聆聽 

Eat with a friend 聚餐 

Serve a friend 服侍 

Share your story 分享 

  



上周崇拜記錄 

11月 16日 Jesus’Teens 

18人（青少年人：7人） 

主日崇拜 

早堂：104人 

午堂：72人 

兒童崇拜︰18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212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2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25395.20 10,900.00 —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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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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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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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
先……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會全體
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
上居首位。】  

歌羅西書 1 章 15、17 - 1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