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6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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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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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nmunchurch.org 電郵： tmc@efcc-tuenmunchurch.org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七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 恩 全 牧 師 

讚美敬拜 神是愛 盧 惠 珍 姊 妹 

 在主愛中  

 勇敢走出去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詩篇 128 篇（舊約 755 頁） 會 眾 

講道 知福惜福 鍾 翠 嫻 傳 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恩惠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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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棣 華 弟 兄 

經訓 西 1:9 下-11 會 眾 

祝福  李 恩 全 牧 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神是愛（校園歡唱 2，41） 

1. 神是愛，打開你的心高聲揚； 

神是愛，將愛傳揚各地方。 

祂創造天空和那深海洋，祂創造飛鳥和那眾生靈， 

祂造一切為你和我，因神是愛。 

 

2. 神是愛，天地和萬物都宣揚； 

神是愛，祂願世人分享祂。 

祂為失喪人預備生命路，用祂大能的膀臂來拯救， 

祂賜給人榮耀地位，因神是愛。 

 

副歌：神是愛，空氣中我能體會，恩典中我能體會， 

   隨時我都能體會；從最深的海洋， 

   到那最高高的山，萬物都告訴我神是愛。 

 

在主愛中（讚美之泉 08 - 讓愛走動，8） 

清晨朝陽，天空照耀，仿佛對我微微笑。 

陣陣微風，徐徐吹送，逍遙自在白雲飄。 

鳥語花香，綠草如茵，青春時光多美好！ 

盡情歡唱，盡情歡笑，煩惱全都不見了。 

 

在基督裡，享受主愛，自由奔放樂開懷。 

世上沒有任何事物能隔絕神的愛。 

 

在基督裡，享受主愛，自由奔放樂開懷。 

我要讚美，我要歌頌，造物主的奇妙愛。 



勇敢走出去（讚美之泉 12 - 永遠尊貴、最珍貴的角落，44） 

主祢要往哪裡走，我就跟祢走， 

領我走到世界盡頭，一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我們的禱告， 

讓復興從我們開始，將主愛帶到人群中。 

 

我並不完美，也並不特別，而祢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時常軟弱，有時會迷惑，但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縱然有許多的問題，我也不放棄， 

祢大能賜給我勇氣，我會勇敢走出去。 

 

 
 
 
 
 
 
 
 
 
 
 
 
 
 

Fruit of the Spirit 
聖靈果子 



恩惠泉源（曲：John Wyeth，詞：孫明德） 
衷心讚美上帝慈仁，萬眾福氣皆主賜， 

恩惠泉源像水長流，頌主詩歌天響遍。 

求上帝教導優美天樂，能像天使沒停唱！ 

主的愛如大山堅穏，是我得救的保障。 

 

以便以謝–上帝輔助，讓我走到祢面前， 

盼望全能上帝悅納，導我安抵祢樂園。 

昨天失喪偏愛己路，救主親領我回家。 

祂拯救我避開患難，用血將我買贖。 

 

祂賜我無盡的恩典，負主恩債怎報償！ 

美善神，求用祢慈繩，繫我心與祢結連。 

求上帝赦罪，因我心軟弱，常被誘惑叛離祢。 

將心獻上，願主悅納，烙上天印永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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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主道筆記︰2016 年 11 月 20 日 講員︰鍾翠嫻傳道 
知福惜福 詩篇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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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勝音樂佈道會：播道會得勝堂與屯門鄉事委員會將於 11 月

27 日（星期日）晚上 7:00-9:00 在屯門天后廣場，為江湖人士

舉行「屯門音樂佈道會」。屯福堂協辦，統籌接待及跟進工作。

佈道會須憑票入座，現鼓勵弟兄姊妹邀請合適對象赴會。另邀

請弟兄姊妹參與陪談工作（今天截止報名），陪談員須於當日

下午 4:00 到達會場，參與簡介會。報名請到服務台簽名。索取

門票或查詢請聯絡音樂幹事鄧卓敏姊妹或李恩全牧師。 

4. 富泰天地：十二月份聚會將於 12 月 2 日（星期五）晚上 7:30

舉行。 

5. 聖誕節聚會：教會已安排以下記念救主降生的聚會及活動，讓

弟兄姊妹更深認識主耶穌，也是向鄰舍介紹福音的良機： 

i. 聖誕報佳音：12 月 10 日（星期六）晚上 7:00-10:00 

ii. 平安夜崇拜：12 月 24 日（星期六）晚上 7:30-9:00 

iii. 聖誕節崇拜：12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10:00 

iv. 聖誕慶祝會及聚餐：12 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 5:00-晚上 8:00 

6. 聖誕報佳音︰傳道部將於 12 月 10 日（星期六）晚上 7:00-10:00

以報佳音形式探訪富泰邨及屯門區 20 個家庭，需要最少 50 位

弟兄姊妹參與，報名請到服務台簽名，查詢可聯絡福音幹事葉

滿枝姊妹。 



7. 聖誕慶祝會及聚餐：會友部將於 12 月 25 日（星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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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可聯絡行政幹事陳梁偉嫺姊妹。 

8. 家會：執事會將於 12 月 11 日（星期日）崇拜後召開家會，

總結「飛躍信心路，向前再跨步」2016 擴堂認獻奉獻收入及

還款安排，並展望教會發展，包括同工安排及牧養重點，歡

迎所有弟兄姊妹出席。 

9. 送暖到連山：差傳部將於 12 月 26-29 日（星期一至四）探訪

連山教會，鼓勵弟兄姊妹禱告祈求上帝引領和差遣；費用暫

定為每人港幣 1,500 元；65 歲或以上長者 1,000 元；全時間學

生半價，報名請往服務台簽名，查詢有關事工異象請聯絡李

恩全牧師，其他事務可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10. 2017 團年夜：傳道部將於 2017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晚上

6:30 在嶺南大學嶺南樓舉行「2017 團年夜」福音晚宴，接待

慕道街坊。預計筵開 15 席，每席費用為$2500，現鼓勵各團

契單位認獻。當中已預留 3 席讓本堂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親

友參加（每家庭人數上限 5 位），12 月 15 日截止報名，查詢

或報名，請於教會開放時間親身或致電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

姊妹。 

 

 



代禱事項 

a. 感恩讚美： 

感謝上帝我們的父，賜給我們屬靈智慧及悟性，能夠以屬靈

的角度觀看事物，活出討上帝歡喜的生活，結出果子，更明

白主的心意，滿有力量，以忍耐及喜樂面對任何環境。 

 

b. 福音事工： 

i. 播道會得勝堂將於 11 月 27 日晚上，於屯門天后廣場為

江湖人士舉行音樂佈道會，願上帝引領江湖人士參加佈

道會，帥領林牧師及他的團隊，藉音樂、見證和信息，

彰顯福音的大能，又保守陪談隊伍能跟進決志及慕道

者。 

ii. 願上帝帥領「2017 團年夜」，賜弟兄姊妹渴慕上帝的心，

活出真門徒的生命，為主作生命單張，吸引街坊及親友

願意認識並相信耶穌。 

c. 關顧代求： 

感恩王蘇綠萍姊妹已於 11 月 11 日，順利誕下小女兒。願上

帝看顧小生命的成長，讓作父母的王寧、蘇綠萍夫婦得著智

慧的心，培養家中孩子認識耶穌，敬畏上帝。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七主日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46 耶 23:1-6 西 1:11-20 路 23:33-43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11 月 20 日） 下主日—（11 月 27 日） 

主席 盧惠珍姊妹 辛健忠弟兄 

講員 鍾翠嫻傳道 郭罕利博士 

公禱 

當值執事 
張棣華弟兄 李家煒弟兄 

司琴 鄧卓敏姊妹 麥敖儀姊妹 

投影音響 陳世海弟兄、郭以欣姊妹 張棣華弟兄、黎逸東弟兄 

插花 周淑賢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事 
林鳳雯姊妹、朱嘉誠弟兄 

江進彥弟兄、譚月好姊妹 

莫秀文姊妹、梁梓烽弟兄 

黎勉珍姊妹、陳詠桐姊妹 

接待 陳為建弟兄、王培冬姊妹 陳為建弟兄、盧惠珍姊妹 

兒童崇拜 

符梅芳姊妹、符杏姊妹 

陳心悅姊妹、陳美春姊妹 

李敏琪姊妹、符梅芬姊妹 

陳靜琳姊妹、吳昕桓姊妹 

陳思敏姊妹、曾頌淇姊妹 

李蓮玉姊妹、卡碧敏姊妹 

李細妹姊妹、楊順強弟兄 

洪麗芳姊妹、王天恩姊妹 

吳銀屏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11 月 12日 Jesus’ Teens︰ 

23 人（少年人︰8 人） 主日崇拜：143 人 兒童崇拜︰16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25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35,744.00 23,800.00 980.00 5,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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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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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30 大專／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11 月 26 日 
星期六 

外出 下午 6:00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12 月 4 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6:0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12 月 4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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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

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漸漸的多知道神；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 
歌羅西書 1 章 9 下至 11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