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7 年 10 月 8 日 

上午十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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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幹事：陳梁偉嫺姊妹

音樂幹事（部分時間）: 鄧卓敏姊妹 

事工幹事（部分時間）: 陳高君倩姊妹

 

香港新界屯門彩暉花園七至八號地舖  

 電話：2452 6988 傳真：(852)2458 4573 

 網址：www.efcc-tmc.org 電郵：tmc@efcc-tmc.org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 恩 全 牧 師 

讚美敬拜 祢是王 符 杏 姊 妹 

 獻給我天上的主  

 恩典夠用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詩篇 133 篇（舊約第 757 頁） 會 眾 

講道 主內同心之福 鍾 翠 嫻 傳 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向至高者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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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妹 姊 妹 

經訓 腓 3:7-8 會 眾 

祝福  李 恩 全 牧 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祢是王（ACM – 祢是王，2） 

神祢極偉大， 
萬有都歸祢， 
主宰一切， 
祢是王， 
尊貴主， 
我景仰， 
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 
 
 
 
 
獻給我天上的主（敬拜者使團 - 敬拜者的心，14）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 
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 
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 
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頌讚。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恩典夠用（盛曉玫 03 - 腳步，5） 

停下來，回頭看一看， 
祂的恩典，一路相伴， 
閉上眼，用心去感覺， 
祂的愛，從不曾離開， 
抬起頭，你將會發現， 
烏雲背後，還是有藍天， 
張開手，迎向每一天， 
祂的恩典，一定夠用，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祂應許永遠不會改變， 
要相信，不論明天將如何， 
祂恩典一定夠用， 

每一次跌倒，站起來更剛強， 
每腳步，走得更有力量， 
要相信，不論明天將如何， 
祂恩典一定夠用。 
 
 

向至高者讚美（讚之歌 1，20） 
同心，皆向至高者讚美， 

頌讚主聖潔、誠實、無偽、正直。 

耶穌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作世上磐石， 

耶穌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主恩光照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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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it of the Spirit；聖靈果子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9 
出 20:1-4, 7-9, 

12-20 
腓 3:4 下-14 太 21:33-46 



聽主道筆記︰2017 年 10 月 8 日 講員︰鍾翠嫻傳道 

主內同心之福 詩篇 13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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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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朋友出席本堂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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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得勝月禱會：本月月禱會將於 10 月 11 日（本星期三）

晚上 8:00 舉行，莫樹堅牧師主領信息分享。歡迎弟兄姊妹出

席，同心為江湖人士禱告。 

4. 生命歷奇: 教會將為初信主的弟兄姊妹舉辦探索基督教信仰

小組，以介紹耶穌基督為主旨；透過分享及討論，讓學員認

識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問題。例如：耶穌是誰？耶穌為何而來？

跟從耶穌有何意義？「生命歷奇」將於 10 月 27 日（星期五）

開課，為期十周，並於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五晚上，七

時正在教會舉行。如有查詢及報名，請聯絡陳紹銘傳道或羅

曉彤傳道。 

5. 水禮暨兒童按手禮：2017 年度水禮暨按手禮將於今日下午

2:30 舉行。將會接受水禮、轉會禮及按手禮的弟兄姊妹，請於下

午 1:30 到教會集合，將接受水禮及轉會禮的弟兄姊妹名單如下： 

水 禮（共七位）：張浩文弟兄、古林清姊妹、羅麗芳姊妹、 

江進彥弟兄、關國雄弟兄、鄧雲娣姊妹及 

葉海濤弟兄 

轉會禮（共兩位）：何蘭妹姊妹及陳紹銘傳道 

按手禮（共三位）：陳雅呈（父母：陳卓麒弟兄、曾麗嫦姊妹） 

洪采欣（父母：洪志森弟兄、李嘉韻姊妹） 

李樂宜（父母：李志強弟兄、施思思姊妹） 

 

 

 



6. 警醒、靜修、耕耘 2017 

a. 十月靜修營：共有 27 位弟兄姊妹參與上星期舉行的靜修

營，藉獨處留出心靈空間，銳意聆聽上帝。他們將用文字

把從主所領受的記下，稍後將印成小冊子，與會眾分享。 

b. 銳意門訓（IDMC HK 2017）：「耕耘心靈土壤」銳意門

訓聚會將於 10 月 13 日（上午 9:30-晚上 7:45）及 14 日

（上午 9:30-下午 5:30）於播道會恩福堂舉行。會前簡

介會將於今天崇拜後在會議室舉行，請已報名的弟兄姊

妹預留時間出席。請未繳費之弟兄姊妹將費用交給福音

幹事葉滿枝姊妹。 

7. 漢語聖經協會冬季《讀經日記》：已訂購的弟兄姊妹，請於崇

拜後，於司事枱旁繳費及領取。 

8. 得勝音樂佈道會：播道會得勝堂與屯門鄉事委員會將於

10 月 22 日（主日）晚上 7:00-9:00 在屯門天后廣場，舉行

「屯門音樂佈道會 2017」。佈道會須憑票入座，現鼓勵弟兄

姊妹邀請未信主親友赴會。另邀請弟兄姊妹參與陪談工作，

陪談員須於當日下午 4:00 到場，參與簡介會，報名請到服務

台簽名。取票或查詢請聯絡事工幹事陳高君倩姊妹或李恩全

牧師。 

9. 執事會會議紀錄及財政報告：2017 年 7 月 15 日之執事會會

議紀錄及 2017 年 8 月之教會財政報告及已放於「教會通告」

資料夾內，歡迎弟兄姊妹省覽。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天父上帝，感謝祢引領屯福堂 27 位弟兄姊妹，在忙碌的生
活中，銳意留出空間，安靜親近耶穌。感謝祢，分別向每一
位弟兄姊妹說話，以祢的靈，賜給他們悔改的心，決意突破
軟弱，經歷上帝的大能，勇敢繼續每一天讀經禱告，明白主
的心意。 

2. 福音事工： 

a.  願上帝帥領今天下午舉行的水禮，讓願意接受水禮、按
手禮及轉會禮的肢體及家庭，生命轉化，為主耶穌作美
好見證，讓眾親友認識耶穌。 

b. 何顯亮宣教士在法國圖盧茲進行宣教工作剛滿六年，現
正籌劃在當地設立「華人服務中心」，更有效接觸當地
華人。求主帥領法國華人的福音工作，讓暫居或移居法
國的華人在彼邦能得聞福音，願意相信，並一心跟隨基
督。 

3. 關顧代求： 

願上帝使用曾金發牧師，藉 10 月 13 - 14 日銳意門訓研討會
（IDMC HK 2017），激勵香港眾教會，謙卑悔改，誠心作主
真門徒。願主與 31 位出席研討會的屯福堂弟兄姊妹同在，
藉耕耘內裡的生命，被塑造作主真門徒，作好準備，讓屯福
堂邁向成為銳意門訓的教會。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10 月 8 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 

下主日—（10 月 15 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 

主席 符杏姊妹 張忠傑弟兄 

講員 鍾翠嫻傳道 李恩全牧師 

公禱 

當值執事 
李細妹姊妹 李淑賢姊妹 

司琴 吳國幀弟兄 鄧卓敏姊妹 

音響 郭以欣姊妹 鄧慶良弟兄 

簡報 李蓮玉姊妹 陳心悅姊妹 

插花 周淑賢姊妹 陳秀英姊妹 

司事 
何美寶姊妹、姜采玲姊妹 

陳素艷姊妹、朱嘉傑弟兄 

余雅群姊妹、黎逸東弟兄 

黃笑珍姊妹、吳銀屏姊妹 

接待 陳為建弟兄、符梅芬姊妹 王培冬姊妹、潘鏡權弟兄 

兒童崇拜 

符梅芳姊妹、鄧卓敏姊妹 

麥敖儀姊妹、嚴佩君姊妹 

李敏琪姊妹、麥敖晴姊妹 

高天賜弟兄 

陳思敏姊妹、曾頌淇姊妹 

卡碧敏姊妹、高君倩姊妹 

鄧溢朗弟兄、張頌昇弟兄 

陳璟曦弟兄 
 
 
 
上週崇拜記錄 9月 30日 Jesus’ Teens： 

25 人（青少年人：8 人） 主日崇拜：162 人 兒童崇拜︰23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9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68,278.60 10,000.00 - 1,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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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本堂 早上 9:00-9:30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2:00-5:30 
（崇拜 3:00） 

高小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10:00 幼兒及小學生 

迦勒團契 
10 月 13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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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6:0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待定 本堂 待定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11 月 5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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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約翰團（星期六下午 4:30）於 JT 生活圈時段進行。 

本週經訓︰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

耶穌為至寶。】 
腓立比書 3 章 7 至 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