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8年 8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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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祂名稱為奇妙 伍志業弟兄 

 祢的話  

 一顆謙卑的心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來 2:1 - 4（新約 313頁） 會 眾 

講道 不要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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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學院報告  陳家揚弟兄 

家事分享  李恩全牧師 

公禱  張忠傑弟兄 

經訓 詩 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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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used by the Pharisees 法利賽人指控基督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11 王上 2:10-12, 3:3-13 弗 5:15 - 20 約 6: 51 - 58 

 



聽主道筆記︰2018年 8月 19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不要漂走 希伯來書 2章 1 - 4節 

 

引言 

- 基督教離地？ 

 

- 口不對心。 

 

 

A. 鄭重所聽見的 

1. 兩個選擇 

 

 

 

 

2. 選擇錯誤的後果 

 

 

 

 

 

 



B. 不要隨流漂走 

1. 隨流漂走的原因 

 

 

 

2. 隨流漂走帶來嚴重後果 

 

 

 

C. 馬上行動 

1. 專注與火熱 

 

 

 

2. 與聖經的上帝相遇 

 

 

 

總結 

得個知字（information） vs. 改變生命（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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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講座：下主日（8月 26日）中午 12:00舉行聖經講座，講

題為「釋經初探」，由鍾翠嫻傳道主講，講座設有答問環節，鼓

勵弟兄姊妹參與講座，並於講座前寫下與釋經方法有關的提問，

以便講員先準備；司事枱備有問題紙，請弟兄姊妹盡快填妥，並

投入司事枱上的收集箱。 

3. 聖經學院新一季課程︰聖經學院 9 - 12 月課程將於 9月 9 日

開課，課程包括由羅曉彤傳道教授的「何西阿書研讀」及      

李淑賢姊妹教授的「小人物‧大意義—聖經人物素描」；報名

請到服務台簽名；查詢可聯絡聖經學院院長陳家揚弟兄或  

馮文富傳道。 

4. 共慶中秋樂 2018：傳道部將於 9月 16日（主日）下午 2:30 - 

5:00 為 120 位街坊舉行福音聚會，需招募事奉人員，鼓勵弟

兄姊妹邀請親友赴席，並送出月餅作家庭禮物。請探訪隊聯

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安排探訪；其他事奉人員報名可到

服務台簽名。 

5. 警醒、靜修、進入聖言 2018：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操練，到主

面前，讓生命改變。 

a. 開始收取「十月靜修營」及「進入聖言（IDMC HK 2018）」

之費用，已報名而未繳費的弟兄姊妹，請聯絡福音幹事葉

滿枝姊妹。 

b. 教會資助「進入聖言（IDMC HK 2018）」早鳥門券 50張，

已有 46 名弟兄姊妹報名，尚餘少量名額，請從速到服務

台報名。 



6. 水禮暨兒童按手禮：2018年水禮將於 10 月 7日（主日）下午

2:30 舉行，當日也將同時舉行兒童按手禮。若有家長希望讓

子女接受按手禮，請向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索取「孩童按手

禮申請表」；下主日（8月 26日）截止報名。查詢請聯絡李恩

全牧師。                                                                                                                                                                                                                             

7. 差傳認獻：2018 年差傳認獻目標為$16 萬，鼓勵弟兄姊妹憑

信心以代禱及認獻回應上帝，於 8 月 31 日或以前填妥 2018

年度差傳認獻表，放入教會奉獻箱內。 

8. 「夢．工．呈」購堂還款認獻 2018：屯福堂為回應上帝，向

街坊及基層家庭傳福音的召命，於 2011 年底開展擴堂計劃，

並於 2013 年 5 月啟用新堂。除了每月$48,250 按揭還款外，

教會在 2018 年度定下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 萬，全數用作償

還到期之免息貸款。鼓勵弟兄姊妹以一次性奉獻、分期奉獻

及信心認獻等方式支持教會，於 8月 31日或以前填妥認獻表，放

入教會奉獻箱內。最新奉獻情況，可參考附錄。 

9. 安息禮拜：吳嘉慧姊妹母親吳李碧雲姊妹的安息禮拜將於     

8月 26 日（星期日）晚上 6時至 7 時假大圍寶福紀念館二樓

寶善堂「2A」舉行。 

 
附錄︰「夢．工．呈」2018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 萬 

截至 2018年 8月 12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97,400.00 

已收貸款轉奉獻 $150,000.00 

已收奉獻 $304,050.00 

總額 $551,450.00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主耶穌，祢愛祢的教會，為教會捨棄自己的生命。作為教會

的頭，藉捨棄生命，並轉化生命的大能，祢潔淨教會，使教

會在榮耀中，毫無瑕疵地呈獻給祢，讓教會成長，滿有耶穌

基督的豐盛。因此，我們決意認真聆聽祢的說話，不敢輕忽

祢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言語行為都顯出信徒的榜樣。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帥領「共慶中秋樂 2018」之籌備工作，讓屯福弟兄

姊妹看見主的莊稼已熟，謙卑被主差派，勇敢為福音作見證，

並保守探訪隊於會前能夠探訪街坊，作出邀約，引領街坊認

識耶穌。 

3. 關顧代求： 

求上帝賜福給聖經學院職員，及傳道同工，包括陳家揚弟兄、

梁玉碧姊妹、杜穎嫻姊妹、陳寶媚姊妹、符杏姊妹、        

伍志業弟兄、李恩全牧師、陳紹銘傳道、馮文富傳道及新一

季聖經學院課程導師羅曉彤傳道和李淑賢姊妹，得著智慧與

力量，作上帝話語忠心管家，又激勵弟兄姊妹，有渴慕認識

上帝的心，完全降服，學道並要行道。 

 
 

上周崇拜記錄 8月 4日 Jesus’ Teens： 

23人（青少年人：7人） 主日崇拜：145人 兒童崇拜︰16 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84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43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44,739.70 4,800.00 1850.00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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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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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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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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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9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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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
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詩篇 111篇 10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