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8年 12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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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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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二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以馬內利來臨 吳國幀弟兄 

 高唱入雲  

 獻上頌讚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讀 經 員 * 

燃點將臨期蠟燭  陳振華伉儷 

講道 拉 3:1-6（舊約 585頁） 

新的開始 

李恩全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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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細妹姊妹 

經訓 拉 7:10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將臨期讀經及燃點蠟燭 

將臨期第二週 讀經經文 

 讚美詩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路 1:68-79 瑪 3:1-4 腓 1:3-11 路 3:1-6 

*朱麗霞姊妹 *劉美麗姊妹 *譚月好姊妹 *葉金枝姊妹 

燃點將臨期蠟燭 

啟—陳振華弟兄、杜健瑩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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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在他們面

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平直。這些事我都要行，

並不離棄他們。（賽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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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9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新的開始 以斯拉記 3 章 1至 6節 

引言 

與上帝重新開始的三個原則。 

 

 

A. 使命領受植根深 

 

 

 

 

B. 信心擺上不怯心 

 

 

 

 

 



 
C. 優次有序十架心 

 

 

 

 

總結 

聽命上帝同心擺上，勇敢順服無懼危險，救主十架永遠在前。 

 

 

 

不單認識主的話語，更深入認識話語的主。 

 

 

  



家事分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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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8 聖誕報佳音：請已報名參與探訪的弟兄姊妹，於今天崇
拜後，立刻到大禮堂前台進行簡介會，同心祈禱。 

3. 聖誕節聚會：按照教會年曆，今天是將臨期第二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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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將臨期主日崇拜：12 月 2, 9 ,16及 23日（主日）早上 10:00 

b. 將臨期月禱會：12 月 21日（星期五）晚上 8:00-10:00 

c. 聖誕慶祝會暨聚餐：12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5:00 

4. 聖誕慶祝會及聚餐：會友部將於 12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5:00-晚上 8:00 舉行聖誕慶祝會。請各團契單位預備五分鐘環

節，向主耶穌呈獻心意。報名參加慶祝會及聚餐，請到服務

台簽名，查詢可聯絡會友部部長符梅芳姊妹或陳紹銘傳道。 

5. 家會：執事會將於下主日（12月 16日）崇拜後，召開家會，
商討教會因崇拜人數增加，建議安排增加多一堂崇拜。鼓勵所
有弟兄姊妹出席，共襄聖工。 

6. 2019團年夜： 

a. 傳道部將於 2019年 1月 20日（主日）晚上 6:30 在嶺南大
學嶺南樓舉行「2019 團年夜」福音晚宴，接待慕道街坊。
筵開 15 席，每席費用為$2,500，現鼓勵各團契單位認獻。 

b. 當中已預留 3 席讓本堂肢體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每家庭
人數上限 5 位），12 月 23 日截止報名；若報名人數超過 3

席，教會將於 2019年 1月 13 日前確認獲安排座位之名單。
查詢或報名，請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7. 聖經學院新一季課程︰聖經學院 2019 年 1-3 月課程將於   

1月 13日開課，課程包括「阿摩司書」和「約翰一、二、三

書」，鼓勵弟兄姊妹報讀，學習上帝的話語；請到服務台簽名

選科；查詢可聯絡馮文富傳道或聖經學院院長陳家揚弟兄。 

8. 安息禮拜：陳君漢弟兄父親陳來好弟兄之安息禮拜將於   

12 月 14 日（星期五）晚上 8 時於九龍殯儀館地下東海堂舉
行。 

9.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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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事奉一覽表：2019 年 1至 2月事奉一覽表已印妥，請有關事
奉人員，崇拜後到司事枱旁索取。查詢，請聯絡事工幹事陳
高君倩姊妹。 

11. 同工動向：羅曉彤傳道 12 月 11-16日休假。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上帝啊，我熱心參與教會事工，但未有看重準確明白祢真理

的重要，疏懶研讀聖經。懇求祢，禁止我輕看研讀和明白祢

話語的重要性。我們立志，重新開始，進入聖言，要認真考

究祢的話語，準確按照祢的吩咐，在複雜的生命旅程中，緊

緊跟隨主耶穌基督。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帥領屯福堂「2018 聖誕報佳音」探訪隊，讓一眾弟兄

姊妹先在主面前省察，求主潔淨我們，遠離罪惡，生命更新，

以活潑的生命見證耶穌基督的實在，將福音的盼望，帶給街

坊。 

3. 關顧代求： 

感謝主恩典，讓屯福堂會眾和會友人數持續增加；願上帝帥

領會友部同工陳紹銘傳道、部長符梅芳姊妹和部員余雅群姊

妹、黎逸東弟兄、洪志森弟兄、鄭家樂弟兄和陳思敏姊妹在

安排接連不同的活動時，得著力量和智慧，讓會眾在活動裡，

學習作主門徒。 

 
 
 
 
 
 
 
 
 



上周崇拜記錄 12月 1日*Jesus’ Teens： 

13人（青少年人：7人） 主日崇拜：152人 兒童崇拜︰15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80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47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68,307.00 24,700.00 3,200 6,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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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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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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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5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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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6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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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
人。】 

 

以斯拉記 7章 10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