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12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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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三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馮文富傳道 

讚美敬拜 獻給我天上的主 盧惠珍姊妹 

 明星燦爛  

 讓目光單轉向祢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讀 經 員 * 

講道 
西 1:15 – 23（新約 283頁） 

基督是萬有之首 
馮文富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要吶喊，要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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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棣華弟兄 

經訓 雅 5:7 – 9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將臨期第三主日 讀經及燃點蠟燭 

早堂 

詩篇 舊約 燃點將臨期蠟燭 

詩 146:5 – 10 賽 35:1 – 10 啟應經文** 

*李細妹姊妹 *鄧美儀姊妹 *楊順強弟兄 

午堂 

新約 福音書 

雅 5:7 – 10 太 11:2 – 11 

*呂莉娜姊妹 *黃嘉賢姊妹 

** 啟—楊順強弟兄；應—全體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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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點蠟燭） 

應︰我們燃點這蠟燭，這蠟燭代表耶穌基督是光，來到世界。 

啟︰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

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

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賽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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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15日 講員︰馮文富傳道 

基督是萬有之首 歌羅西書 1章 15至 23節 

 

引言： 

本段經文將基督的身分和工作描寫得淋漓盡致。 

 

 

 

 

1. 基督是造物主，我們要敬拜祂（1:15-17） 

 

 

 

 

 

 

 

2. 基督是教會的頭，我們要順服祂（1:18-20） 

 

 

 

 

 

 

 

 



3. 基督是救贖主，我們要傳揚祂（1:21-23） 

 

 

 

 

 

 

 

 

 

 

 

 

結語： 

我們要「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
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1:2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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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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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街頭宣傳：今天（12月 15 日）下午 2:00 – 3:30，教會將

於社區中派發佈道會宣傳單張，邀請街坊參加佈道會。已

報名的弟兄姊妹準下午 2:00 在教會集合，歡迎所有弟兄

姊妹參加。下一次宣傳時間為 12月 21日（星期六）上午

11:30 - 1:00，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報名，請到服務台簽名。 

3. 2019聖誕探訪：請組長盡快聯絡探訪對象，並請各組員留意

組長發佈的消息。 

4. 將臨期月禱會：將臨期是要提醒我們，作為耶穌的門徒，無

論環境怎改變，一切都在上帝的計劃中，門徒要專心等候主

的臨在；將臨期月禱會將於本周五（12 月 20日）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出席，同心等候上帝。教會早禱會則逢

主日早上 8:30 至 9:00 於小禮堂舉行。 

5. 警醒、靜修、職場門徒 2019：請已參加十月靜修營或剛舉行

的銳意門訓 2019 之弟兄姊妹，以文字記下從主而來的領受，

並盡快提交給李恩全牧師，讓教會將之印成小冊子，與會眾

分享，彼此激勵。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滿有憐憫的上帝啊，我們犯罪頂撞祢，在祢的忿怒下我們

背負罪的重擔，懇求祢赦免，施恩拯救，把我們釋放。靠

著祢的恩典，我們悔改，謹守遵從祢的命令，決意忍耐到

底，不論是疾病、貧窮、危險，堅定以敬畏的心，等候主

的臨在，按照主所安排最合適時間，領受得自由的喜樂。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帥領今天下午進行的佈道會街頭宣傳工作，保守參

與的弟兄姊妹能夠在社區中見證耶穌的美善，真誠與街坊

交談，邀請他們參加佈道會，認識耶穌，得到屬天的盼望

及平安。 

3. 關顧代求： 

青年團黃慧賢姊妹（Shirley）幾天前確診腦膜炎，現正在

留院醫治；求主憐憫和醫治，使姊妹早日康復，並讓姊妹

在病患中經歷主的真實！ 
 
上周崇拜記錄 

12月 7日 Jesus’ Teens 

16人（青少年人：8人） 

主日崇拜 

早堂：97人 

午堂：65人 

兒童崇拜︰16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194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24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37,897.00 6,850.00 —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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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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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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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2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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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
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們也當忍耐，堅
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弟兄們，你們不要彼
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  

雅各書 5 章 7–9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