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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2021 年 11 月 14 日
早堂：上午九時三十分
午堂：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
堂 主 任：李恩全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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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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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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弟兄姊妹留意和遵守以下防疫措施：

a. 若弟兄姊妹由國內或外地回港，或最近 14 天內曾與確診者有密
切接觸，或與剛回港親友有緊密接觸，請不要回到教會；
b. 進入教會前要量體温及清潔／消毒雙手；
c. 在教會內必須佩戴口罩；並不要在教會內聚集進食；
若有發燒、流感等病徵，請留家休息，並盡快求醫。

奉獻方法：a. 支
票：抬頭「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屯門福音堂」
b. 銀行入數：匯豐戶口 542-0-011974
請將入數紀錄電郵給財務幹事陳美春姊妹（may@efcc-tmc.org），或致
電教會（2452 6988），以便記錄及跟進。

講道經文：希伯來書 11 章 1–3 節, 39–40 節, 12 章 1 節
十一章

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2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3 我們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
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4 亞伯因着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
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
信，仍舊說話。
5 以諾因着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着他，因為神
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
明證。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
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7 挪亞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
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
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8 亞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
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
9 他因着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
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
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11 因着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
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
12 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
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13 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
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14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
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17 亞伯拉罕因着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
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18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9 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
子來。
20 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21 雅各因着信，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扶
着杖頭敬拜神。
22 約瑟因着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
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
23 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
他藏了三個月，並不怕王命。
24 摩西因着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25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26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
的賞賜。

27 他因着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
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28 他因着信，就守逾越節，行灑血的禮，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
以色列人。
29 他們因着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着要過去，就被吞
滅了。
30 以色列人因着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
31 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
從的人一同滅亡。
32 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
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時候就不夠了。
33 他們因着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
的口，
34 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
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
35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
放，為要得着更美的復活。
36 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
37 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着綿羊、山羊
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
38 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39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着所應
許的。
40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
同得，就不能完全。
十二章

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
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
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聽主道筆記︰2021 年 11 月 14 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講道經文：希伯來書 11 章 1–3 節, 39–40 節, 12 章 1 節
講題：上帝給我們預備了更美好的事
引言
「信就是對所盼望的事物有把握，對沒有看見的事物能確斷。」
（來 11:1，呂振中譯本）

A. 信心的見證

B. 信心的期待

C. 信心的選擇

總結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好的事，使他們若沒有了我們，
就不能得以完全。」
（來 11:40，新譯本）
期待→ 選擇→ 回應→ 榮耀上帝

深入反省問題
你最期待的是什麼？你願意選擇更美好的事嗎？你需要作
出什麼改變，切實過憑信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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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月禱會：將於本周五（11 月 19 日）晚上 8:00 舉行實體
聚會，鼓勵弟兄姊妹一同聚首教會，進入聖言，與主相遇。
3. 銳意門訓 2021 IDMC HK：銳意門訓 2021 IDMC HK 網上研
習會將在 11 月 26 日及 27 日（星期五及六）上午 10:00 至下
午 5:00 進行，講員為曾金發牧師和曾麥翠蓮師母，主題為
「重新起步 – 重新發現門徒生活原來是一個救贖旅程」
Rediscovering discipleship as a redemptive journey，鼓勵肢體：
a. 在教會一同觀看和分享。教會將播放兩個版本：
(1)英語加繁體中文及英文字幕；(2)粤語加繁體中文字幕
請於報名時，剔選收看版本，以便場地安排；
b. 購買教會已預購之門票（$550），於一年內隨時網上重溫。
報名及購票，請到服務台簽名。

4. 將臨期及聖誕節聚會：
為預備弟兄姊妹學習銳意等候上帝，迎接耶穌基督的臨在，
以銳意順服的心踏上救贖的旅程，教會安排以下聚會：
a. 於將臨期主日崇拜（11 月 28 日，12 月 5，12 及 19 日）
中，安排弟兄姊妹讀經及燃點將臨期蠟燭；
b. 於 12 月 24 日（星期五）晚上 8:00 舉行「平安夜感恩會」，
與弟兄姊妹一起數算主的恩典，迎接耶穌基督的臨在；
c. 於 12 月 26 日（主日）下午 2:30 舉行佈道會，主題為
「得聖過得勝！」，由蕭如發牧師主領。
請弟兄姊妹祝福(BLESS)*未信的親友，邀請他們出席佈道會，
認識耶穌。
5. 主日查經小組：教會將開辦查經小組，對象為未參加屯福小
組的肢體，為加入小組作準備，也歡迎渴慕聖經的肢體參加；
小組時間為主日上午 11:30–12:45，逢第二及第四主日舉行，
第一堂將於 12 月 19 日舉行，共 13 堂，將查考約拿書—上帝
慈愛的奧秘；有意參加的肢體，請直接向李牧師報名。
6. 播道會活泉堂 70 周年崇拜：李梁玉碧師母今天（11 月 14 日）
代表屯福堂出席播道會活泉堂 70 周年崇拜，表達祝賀。
7. 同工動向：堂主任李恩全牧師下主日（11 月 21 日）將外出，
在播道會和平堂 35 周年崇拜講道。
*Begin with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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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修營 2021：禱告與分享
10 月 13 日颱風「圓規」剛遠離香港，屯福堂 20 位弟兄姊妹齊集
往長洲港外線碼頭，開始三日兩夜靜修營。
靜修營的主題是：「一切從改變價值觀開始」。上帝是又真又活
的神，祂聽到我們的呼求，親自向每一位肢體說話，改變我們
的生命。
主清楚提醒我們：「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
督。」
（弗 4:15）。
「誠實話」的意思是「真理」
，真摯地分享真理，
就能建立教會。所以，20 位弟兄姊妹會陸續分享他們所領受的
「真理」。
同時，連續四個主日崇拜，以四篇在靜修營中祈禱會《給屯福
堂的禱文》成為我們的立志禱告；今天刊出第四篇。
《靜修營分享》
楊弟兄
今次是我第二次參加教會的靜修營，相隔兩年重返同一營
地，好處是不太需要花時間適應。我期望在熟悉的環境，可以
更專注地聆聽神的聲音。大約半年前，我開始聽見神不止一次
對我說同一句說話，我一直未知道祂的意思，很期待在靜修營
中清楚得到答案，因此我帶著等待的心情入營，心中時常想起
撒母耳記上 3:10「請說，僕人敬聽！」
這次靜修營因疫情限制，人數比以往少，環境比上一次更
靜，感恩入營不久便可以放下令自己分心的事，專注於禱告和
神的話語中。我很記得在第一天的獨處時間，腦海中呈現一個
清晰的畫面，神藉著這個畫面回答我的問題。大約半年前開始，
神吩咐我「為祂做更多」，我一直在想我星期一至五上班工作已
十分忙碌，壓力也不少，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事奉和帶組的準備
已經排得密麻麻，怎樣能夠「做更多」？想不到神給我的畫面

是一個年曆，上面的每一天都排滿工作清單，而每項工作旁邊
也加了一個「剔」號，神對我說不是這樣，然後那些「剔」號
全部消失，年曆上的每一天卻加上了「心」形符號。那一刻，
我明白神的吩咐了，神叫我「為祂」做更多，意思是我所做的
是全心全意為祂而做，當中必須有愛祂的心，只有盡心愛神，
把事奉的焦點定睛在神身上，我才可以有能力去做。感謝神，
祂知道我有事奉乏力的時候，因著祂的愛，我才懂得去愛祂，
才能在門徒的旅程上進深。
此外，今次靜修營強調突破，我也視李牧師準備的材料為
門徒課程的實戰攻略，讓我發現自己在門徒旅程當中的問題、
診斷方法和所需的處方。結果，我發現我的優先次序出現了問
題，診斷中令我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價值觀，以及怎樣能持守合
乎聖經的價值觀，原來我需要的處方是抓緊神給我的召命，想
到這點，深信神是藉著今次靜修營叫我思想我的召命。
第三天清晨，我靈修時再聽到神對我說話，這次神所說的
與神給我的召命有關，當時我心裏向神說，如果你真的要我回
應這個召命，就讓我看見三隻鷹飛過。轉瞬間，我看見窗外有
一隻鷹飛過，只得一隻，還欠兩隻。直至我出門到飯堂吃早餐，
途中又有一隻鷹飛過，在吃早餐時，第三隻鷹飛過，我就想起
靈修時向神說的話，那時有點懼怕，坦白說，我不敢再想下去
了。現在，我仍然繼續為此事禱告，也等候神給我更清晰的指
引和明證。
這次靜修營讓我領會到：靜修是一種操練，我們生活在充
滿噪音的世界，必須騰出時間獨自安靜在神面前，專注地聆聽
祂的聲音，我深信神必定會讓我們明白祂的心意，實實在在地
作出回應。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
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 40:31）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主啊！祢是賜生命的主，祢是能使枯骨復活的主。
求祢的靈開屯福堂眾肢體的心，叫我們能看見自己生命的枯
乾，認定需要更深與祢結連、願意更緊密親近祢，個人生命
被祢更新滋潤，讓肢體間能在主裡面彼此建立，成為基督大
能的軍隊。
主啊！祢是教會的主，懇求聖靈激動屯福堂眾肢體，叫我們
有同一看見，看到屯福堂的破口，願意突破任何窒礙祢旨意
成就的地方，全心以袮的心意建立教會，榮耀主名。

《回應以西結書 37:1–14：給屯福堂的禱文》

2. 福音事工：
感恩上帝帶領笑鶚宣教士在 10 月份完成了一整個月的隔離安排，
順利回到高原宣教工場；笑鶚宣教士正進行有關高原地區宣教
士事蹟的中文翻譯和校對工作，願主保守她得著智慧，完成工
作，並保守她首次在東亞高原過冬，能夠適應當地異常乾燥的
天氣。

3. 關顧代求：
關弟兄近日因細菌感染，需入院治理，太太關鄧姊妹則暫住
療養院，願主醫治關國雄弟兄，並賜下信心，讓他和太太專
心仰賴上帝，得著平安。

祈禱會、團契及小組聚會時間表
團契／組別

聚會日期*

時間

下次聚會安排

聚會對象

月禱會

逢第三個
星期五

晚上 8:00

11 月 19 日
實體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上午 8:30

暫停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逢星期六

下午 3:00

實體

高小至
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上午 9:30

實體

幼兒及
小學生

Youth
For Christ

逢第二及
第四個星期五

晚上 8:00

11 月 26 日
實體

大專／
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逢星期六

下午 5:45

實體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逢第三個
星期六

下午 6:00

11 月 20 日
實體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逢第三個
主日

下午 2:00

11 月 21 日
實體

在職／
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逢第四個
主日

下午 1:30

11 月 28 日
實體

成年／
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逢第一個
星期五

晚上 8:00

12 月 3 日
實體

家庭／
街坊

生命成長
逢星期三
11 月 17 日
上午 10:30
查經小組 （每月首星期除外）
實體
*
因應疫情，聚會安排可能隨時更新，請留意最新公佈。

本堂肢體

本週經訓︰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
的是信實的。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你們
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
希伯來書 10 章 23–25 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