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8年 12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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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三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基督降世 盧惠珍姊妹 

 頌讚全能上帝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讀 經 員 * 

燃點將臨期蠟燭  張棣華伉儷 

講道 羅 12:2（新約 223頁）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求呼召 Speak, O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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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煒弟兄 

經訓 羅 12:2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聽主道筆記︰2018年 12月 16 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羅馬書 12 章 2節 

引言 

焦點：上帝 

背景：社會文化 

 

 

A. 基督作主不「離地」 

 

 

 

B. 心意更新故當然 

 

 

 

 



C.  聖靈「外裡」「裡外」齊動工 

 

 

 

 

 

總結 

人類的生存，只有一個選擇：耶穌基督。 

不要效法世界，今日決心改變更新！ 

 

  



將臨期讀經及燃點蠟燭 

將臨期第三週 讀經經文 

 誦經 舊約 福音書 書信 

賽 12:2-6 番 3:14-20 路 3:7-18 腓 4:4-7 

*劉芷君姊妹 *溫碧霞姊妹 *蔡子鴻弟兄 *葉嘉芳姊妹 

燃點將臨期蠟燭 

啟—張棣華弟兄、何美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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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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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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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祈禱會： 

a. 將臨期月禱會：於 12 月 21 日（本星期五）晚上 8:00 – 10: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出席，同心等候上帝。 

b. 早禱會：逢主日早上 9:00 至 9:30 於小禮堂舉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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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團契單位將預備五分鐘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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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會：今天（12 月 16 日）崇拜後 10 分鐘召開家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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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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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目標為$37,500，現已
收到$7300 奉獻，鼓勵各團契單位及弟兄姊妹繼續認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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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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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播道會「130 周年聯合崇拜」後午餐：感謝主供應，共收到奉
獻$42,675，扣除支出$36615.6，共有$6059.4 盈餘。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天父上帝，我們透過祢給我們的理解力及經歷，去體會祢的

真實。但社會不同的文化，影響我們對祢的理解，懇請祢幫

助我們，認真進入祢的聖言，有紀律及有規律地研讀聖經，

建立穏健的信仰根基，在社會文化、自身的理解力和經歷上，

切實體會祢的真實。求祢更新我們的心意，明白何為上帝的

善良、純全、及可喜悅的旨意。 

2. 福音事工： 

a. 小企鵝學習外語和作宣教探索接近一年，按原定計劃，

將於 2019 年 1 月回港，求上帝帥領她前面的方向，與上

帝同行，得著更多未得之民。同時，求上帝保守她的母

親，因為椎間盤管收窄，令其不能熟睡，且走路有困難，

求上帝醫治臨到她。 

b. 願上帝帥領屯福堂「2018 聖誕報佳音」探訪隊，求主潔

淨一眾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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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團王家棋弟兄母親王黎雪卿女士上周離世，弟兄和家人

深感不捨，十分懷念母親；求上帝賜下安慰及恩惠，讓家人

身心靈得平安，全然依靠主渡過困難時刻。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12 月 16 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 

下主日—（12 月 23 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主席 盧惠珍姊妹 陳為建弟兄 

講員 李恩全牧師 郭罕利博士 

公禱 

當值執事 
李家煒弟兄 伍志業弟兄 

司琴 鄧卓敏姊妹 葉滿枝姊妹 

音響 陳世海弟兄 鄧慶良弟兄 

簡報 郭以欣姊妹 張棣華弟兄 

插花 符梅芬姊妹 符梅芬姊妹 

司事 
蔡詠詩姊妹、古林清姊妹 

吳銀屏姊妹、陳詠桐姊妹 

梁梓烽弟兄、譚月好姊妹 

何蘭妹姊妹、朱嘉誠弟兄 

接待 彭桂花姊妹、鄧慶良弟兄 朱永生弟兄、王培冬姊妹 

兒童崇拜 

陳思敏姊妹、高君倩姊妹 

陳心悅姊妹、林梓德弟兄 

李細妹姊妹、江進彥弟兄 

洪麗芳姊妹、陳滿滿姊妹 

葉崇恩姊妹、葉金枝姊妹 

陳詠桐姊妹、羅曉彤傳道 

張頌昇弟兄、王天恩姊妹 

羅麗芳姊妹 

 

 

上周崇拜記錄 12月 8日*Jesus’ Teens： 

11人（青少年人：6人） 主日崇拜：161 人 兒童崇拜︰12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84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7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48,444.70 5,900.00 —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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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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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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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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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
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 12 章 2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