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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彰顯後第二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馮文富傳道 

讚美敬拜 真神在聖殿中 張忠傑弟兄 

 獻給我天上的主  

 我的心，你要讚頌耶和華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帖前 1: 1 - 10 (新約 289頁) 會 眾 

講道 值得效法的教會 馮文富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教會獨一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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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梅芳姊妹 

經訓 詩 36:7 - 9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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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riage Feast at Cana 迦拿婚宴 

 

基督彰顯後第二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36:5 - 10 賽 62:1 - 5 林前 12:1 - 11 約 2:1 - 11 

 

 

 

 



聽主道筆記︰2019年 1月 20 日 講員︰馮文富傳道 

值得效法的教會 帖撒羅尼迦前書 1章 1-10節 

 

引言：在保羅的十三封書信中，只有帖撒羅尼迦教會被他稱為

其他地方教會/信徒的榜樣（1:7）。 

 

1. 因信心而見證基督 

 

 

 

 

 

 

 

 

 

2. 因愛心而彼此服事 

 

 

 

 

 

 

 

 

 

 



3. 因盼望而心存堅忍 

 

 

 

 

 

 

 

 

 

 

 

總結：一切都是基於愛——「被神所愛的弟兄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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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團年夜： 

a. 傳道部將於今天（1月 20日）晚上 6:30在嶺南大學嶺

南樓舉行「2019團年夜」福音晚宴，宴開 15席，接待

慕道街坊，已經額滿。 

b. 感謝上帝供應，教會已收到$42,790 奉獻，超過$37,500

奉獻目標。 

c. 負責物資搬運的弟兄姊妹請於今天下午 3:00 返抵教會

集合，其餘所有事奉人員請於今天下午 4:45 於嶺南樓

出席簡介會。 

查詢，請聯絡羅曉彤傳道或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3. 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 月 6 日（主日）舉行，願意接受水

禮的弟兄姊妹需參與聖經學院於 4月至 7 月舉辦的「基要信

仰課程」（將於 3月開始接受報名）；而準備申請把會籍轉入

本堂的弟兄姊妹，若報讀這課程，有助教會考慮有關申請。

查詢可聯絡李恩全牧師。 

 

 

 

 

 

 



4. 40周年堂慶： 

a. 40 周年堂慶主日（5 月 5 日上午）：當天主日崇拜由   

屯福堂首位堂主任陳富華牧師講道。 

b. 40 周年堂慶讚美會（5 月 5 日下午）：當天下午將邀請  

播道會堂會眾長執出席，同心讚美上帝，播道會總會   

總幹事羅錫堅牧師為主禮嘉賓之一。 

c. 40 周年堂慶呈獻主日（5 月 12 日）：當天主日崇拜由  

屯福堂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講道，帶領會眾同心向上帝

呈獻心意。 

d. 堂慶營會（5 月 25 - 26 日）：鼓勵全體會眾參與教會於   

5月 25 - 26日（星期六及日）舉行的堂慶營會。 

e. 銳意門訓研討會（6 月 8 - 9 日)：新加坡聖約播道會     

堂主任楊桂炎牧師應邀主領研討會。 

有關聚會及活動詳情，將於稍後公佈。鼓勵會眾預留時間參

與堂慶各項活動，感謝上帝四十年恩典，同心回應上帝的召

命，面向未來，勇敢完成使命。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上帝啊，因著祢的慈愛，我們能夠歸入祢的名下，在祢的殿

裡得飽足，享受喜樂的江河，生命扎根於祢，不再活在黑暗

中。我們決意按祢的公義，每天跟隨耶穌，心靈健康有力，

縱然世人心中無神，但我們仍然認定祢是我們的神。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帥領今天晚上「2019 團年夜」順利進行，求主讓所有

應邀的街坊及親友準時出席，有信心領受上帝的恩典，接受

福音；又賜所有工作人員，包括司儀、帶領詩歌、分享見証

和信息的肢體，充滿從上帝而來的信心、力量及智慧，委身

基督，為福音勇敢作見證。 

3. 關顧代求： 

香港正值流感高峰期，願上帝保守眾弟兄姊妹身體健康，並

看顧病患中的弟兄姊妹及他們的家人，得著從上主而來的平

安；又賜力量予眾醫護人員，身心靈得著力量，照顧病人的

需要。 

 

上周崇拜記錄 1月 12日*Jesus’ Teens： 

17人（青少年人：4人） 主日崇拜：150 人 兒童崇拜︰14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81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44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15,094.50 3,700.00 —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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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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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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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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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3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2 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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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他們必

因你殿裏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因為

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詩篇 36篇 7-9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