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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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戴耶穌為王 伍志業弟兄 

 主祢是我力量  

 求引領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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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29 篇（舊約 755 頁） 

堅靭：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鍾翠嫻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跟隨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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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淑慧姊妹 

經訓 雅 5:7-8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擁戴耶穌為王（ACM：來復興我，4） 

讚美來自萬方，擁戴耶穌為王， 

齊賀救主配受榮冕，讚頌之聲響遍， 

歌聲漫入靈中，歡呼救贖成功， 

萬主之主普世同頌，祂國度是無窮； 

讚美來自萬方，擁戴耶穌為王， 

全地引聲宇宙和應，高呼基督得勝， 

深哉愛義無疆，恩福萬族同享， 

樂哉基督恩厚無量，當配萬代頌揚。 
 

 
 
 
主祢是我力量（讚美之泉：寶貴十架、似乎在天堂，42） 

我的詩歌，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求引領我心（讚之歌 1，5） 

求引領我心，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 

求引領我心，願為你傾出心中愛慕， 

求引領我心明白主恩，跟主愛深深結合， 

衝開心捆綁，一心愛著你。 

 

 

 

跟隨主耶穌（青年聖歌 I，193） 
跟隨主耶穌，立志永不改， 

有主領我路，誰能加損害； 

無論何環境，不分晝夜， 

耶穌我救主成為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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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三主日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46:5-10 賽 35:1-10 雅 5:7-10 太 11:2-11 
*嚴佩君姊妹 *卡碧敏姊妹 *陳強弟兄 *王培冬姊妹 

燃點蠟燭的弟兄姊妹 啟（陳掁華弟兄、杜健瑩姊妹） 
全體會眾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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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主道筆記︰2016 年 12 月 11 日                     講員︰鍾翠嫻傳道 

堅靭：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詩篇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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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會：執事會將今日崇拜後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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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屯門得勝月禱會︰本月月禱會將於 12 月 14 日（本星期三）

晚上 8:00 舉行，莫樹堅牧師主領信息分享。歡迎弟兄姊妹出

席，同心為江湖人士禱告。上周三舉行的「屯門音樂佈道會

重聚日」有約 60 位新朋友出席，包括約 50 位得勝福音對象，

屯福堂有約 25 位弟兄姊妹參與。 

5. 教會月禱會︰12 月將臨期月禱會將於 12 月 16 日（本星期

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出席。 

6. 聖誕報佳音：傳道部於昨晚以報佳音形式探訪屯門、天水圍

和元朗街坊，超過 30 名弟兄姊妹參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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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月禱會：12 月 16 日（星期五）晚上 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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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聖誕慶祝會及聚餐：會友部將於 12 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

5:00 至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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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預備食物，

請到服務台簽名，查詢可聯絡行政幹事陳梁偉嫺姊妹。 

9. 富泰嘉年華：傳道部將參與富泰邨於 12 月 18 日(星期日)下

午 2:00-6:00 舉辦的聖誕嘉年華，藉此為居民送上祝福，鼓勵

弟兄姊妹參與獻唱詩歌和協助攤位遊戲；查詢及報名參與事

奉，請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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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截止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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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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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先禱告，尋求上帝帶領，約會街坊及

親友。當晚預計筵開 15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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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往服務台簽名。每席費用為$2500，15 席費用

共為$37,500，現時收到$10,675 奉獻，鼓勵各團契單位認獻。

如有查詢，請於教會開放時間親身或致電聯絡福音幹事葉滿

枝姊妹。 

12. 財政報告：2016 年 10 月份教會財政報告已放於「教會通告」

資料夾內，歡迎弟兄姊妹省覽。 



代禱事項 

a. 感恩讚美： 

主耶穌，不論在光明，抑或黑暗中，你都在掌權，願你差遣

聖靈，指引我們當如何預備迎接基督的降生，讓我們在忙碌

的生活中，刻意尋求安靜的空間，每天聆聽你的聲音，在焦

慮中盼望你的臨在，在恩典中渴望在你國度中得到滿足的喜

樂，在低谷中欣然與你同行。作為你的子民，黑暗未能搖動

我們尋求光明的決心，我們向你呼求：「願主耶穌快來!」（盧

雲神父將臨期禱文） 

b. 福音事工： 

i. 願上帝的靈感動參與「屯門音樂佈道會重聚日」的得勝

福音對象和屯福弟兄姊妹在「聖誕報佳音」中所探訪的

街坊，願他們早日認識福音。 

ii. 願主賜屯福堂弟兄姊妹信心，藉慶祝救主降生，勇敢向

親友作見證，引領他們相信主耶穌。 

c. 關顧代求： 

吳嘉慧姊妹的母親李碧雲女士日前發現肺部有陰影，正接受

進一步檢查，願主憐憫醫治，賜下出人意外平安，並賜信心

與智慧予張志豪弟兄和吳嘉慧姊妹一家，為母親安排合適治

療，和照顧孩子語謙的事宜。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12 月 11 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 

下主日—（12 月 18 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主席 伍志業弟兄 陳君漢弟兄 

講員 鍾翠嫻傳道 郭罕利博士 

公禱 

當值執事 
何淑慧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琴 吳國幀弟兄 葉金枝姊妹 

投影音響 鄭家樂弟兄、郭以樂弟兄 顏永雄弟兄、陳世海弟兄 

插花 符梅芳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事 
余雅群姊妹、黎逸東弟兄 

黃笑珍姊妹、鄧溢朗弟兄 

蔡詠詩姊妹、梁佩雯姊妹 

楊惠婷姊妹、朱嘉傑弟兄 

接待 汪潤祥弟兄、盧惠珍姊妹 陳為建弟兄、盧惠珍姊妹 

兒童崇拜 

陳思敏姊妹、陳心悅姊妹 

張育英姊妹、陳詠桐姊妹 

張頌昇弟兄、王天恩姊妹 

卡碧敏姊妹 

莫秀文姊妹、曾頌淇姊妹 

關詠思姊妹、陳海雪姊妹 

林鳯玲姊妹、符杏姊妹 

陳靜琳姊妹、李敏琪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12月 3日 Jesus’ Teens︰ 

27 人（少年人︰14 人） 主日崇拜：142 人 兒童崇拜︰26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5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45,455.10 19,300.00 200.00 3,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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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3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30 大專／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12 月 17 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45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12 月 17 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6:0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12 月 23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1 月 1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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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

地裡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們也當忍耐、堅

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雅各書 5 章 7-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