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12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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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四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羅曉彤傳道 

讚美敬拜 除祢以外 伍志業弟兄 

 神是我所依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讀 經 員 * 

講道 

結 36:22 – 28（舊約 1017頁）；
提後 2:20 – 22（新約 303頁） 

被撿回及修復的破皿 

羅曉彤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愛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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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潤祥弟兄 

經訓 詩 80:3 – 7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將臨期第四主日 讀經及燃點蠟燭 

早堂 

詩篇 舊約 

詩 80:1-7, 17- 19 賽 7:10-16 

*陸定陽弟兄 *方宏珠姊妹 

午堂 

新約 福音書 燃點將臨期蠟燭 

羅 1:1-7 太 1:18-25 啟應經文** 

*莊季陶弟兄 *陳淑賢姊妹 *陳裕廷弟兄 

**啟—陳裕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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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

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賽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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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 講員︰羅曉彤傳道 

被撿回及修復的破皿 以西結書 36章 22 – 28節； 

提摩太後書 2章 20 – 22節 

引言 

 

 

一、以西結書背景 

 

 

 

 

 

 

 

二、褻瀆神的聖名（上文：16 – 21節） 

 

 

 

 

 

 

 

 

 

 

 

 



三、神接納子民有如人撿回破皿（22 – 24節） 

 

 

 

 

 

 

 

四、修復破皿──神的大能使人潔淨（25 – 28 節） 

 

 

 

 

 

 

 

 

五、我的回應（提後 2：20 – 22）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

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

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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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將於本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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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事奉人員於 12 月 25 日下午 1:00 出席「祈禱及簡介

會」。 

3. 2019聖誕探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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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請各探訪組組長及組員今天午堂後 1:15 – 2:15 出席「匯

報、分享、讚頌會」。 

4. 警醒、靜修、職場門徒 2019：請已參加靜修營或銳意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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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會公假安排： 

a. 12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聚會暫停，教會照常開放。 

b. 12月 26 日（星期四），教會暫停開放。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上帝啊，我們多次犯罪頂撞祢，但祢從沒有把我們放棄，

祢從天賜下恩典與憐憫，縱然我們逃避祢，隱藏自己的過

犯，但祢用祢的恩手管教我們，叫我們回轉，用祢臉光照

亮我們，我們便得救。因與祢遠離，我們的生命變得枯乾。

今天我們決意，悔改歸回，懇求祢赦免，並把我們一切罪

疚除去，迎接救主耶穌，充滿我們。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帥領聖誕節佈道會，預備一眾參加佈道會的未信主

親友的心，引領一眾已答應赴會的親友和街坊準時出席，

又保守負責不同崗位的弟兄姊妹，得著愛心、智慧與謙卑

服侍主，（包括場地佈置、茶點、詩歌、見證、信息及栽

培等）；又使用弟兄姊妹的真實生命見證，讓眾街坊及親

友看見活著的耶穌，願意歸信祂並一生跟隨祂。 

3. 關顧代求： 

感謝上帝從歲首到年終，一直帶領屯福堂傳道同工和幹事

團隊同心事奉；願上帝使用堂主任李恩全牧師、         

馮文富傳道、陳紹銘傳道、羅曉彤傳道及幹事葉滿枝姊妹、           

陳高君倩姊妹及陳陳美春姊妹得著智慧、力量和信心，    

繼續帶領教會向著成為「銳意門訓教會」的目標邁進。 

  



上周崇拜記錄 

12月14日 Jesus’Teens 

14人（青少年人：5人） 

主日崇拜 

早堂：104人 

午堂：59人 

兒童崇拜︰17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194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9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42,271.20 13,900.00 1000.00 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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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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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4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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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禱告發怒，要到幾時呢？
你以眼淚當食物給他們吃，又多量出眼淚給他們喝。你使
鄰邦因我們紛爭，我們的仇敵彼此戲笑。萬軍之神啊，求
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詩篇 80 篇 3–7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