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2年 10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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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道：陳慧芬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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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幹事（部分時間）: 鄧慶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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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李家煒弟兄 

讚美敬拜 一首讚美的詩歌 盧惠珍姊妹 

 祢是王  

 讓目光單轉向祢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腓 4 : 2–9（新約 280頁） 會 眾 

講道 選擇喜樂 陳啟興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頌讚祢 Hallelujah 會 眾 

奉獻  會 眾 

慶賀主的聖餐   

聖餐  李恩全牧師 

讚頌 讚美一神 會 眾 

家事分享  李恩全牧師 

公禱  李家煒弟兄 

經訓 腓 4 : 4–7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 



“ Burning of Jerusalem by Nebuchadnezzar’s Army” 

尼布甲尼撒的軍隊焚燒耶路撒冷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周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137 哀 1 : 1–6 提後 1 : 1–14 路 17 : 5–10 

 

講道經文：腓立比書 4章 2–9節 

2 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 

3 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她
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
一同做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
們所要的告訴神。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
心懷意念。 

8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
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
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9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
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聽主道筆記：2022年 10月 2日 講員︰陳啟興牧師 

講道經文：腓立比書 4章 2–9節 講題：選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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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金融業福音團契總幹事陳啟興牧師蒞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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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泰天地：10月實體聚會將於本周五（10月 7日）晚上 8:00

舉行。 

4. 水禮、轉會禮暨兒童按手禮：2022 年水禮、轉會禮及兒童按

手禮將於下主日（10月 9日）下午 2:30舉行，誠邀弟兄姊妹

出席，見證主恩。 

5. 銳意門訓 IDMC 2022 HK 網上研習會： 

a. 研習會資料：於 11月 25日及 26日（星期五及六）上午

10:00至下午 5:00舉行，講員曾金發牧師以「無多、無少、

無他」（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Nothing Else）為主

題，教導基督信仰的首要原則。 

b. 屯福堂報名安排：教會鼓勵弟兄姊妹齊集教會一同研習，

教會將替弟兄姊妹集體購買門票，並資助每位弟兄姊妹

$100（原價$200，透過教會購買則為$100），請弟兄姊

妹到服務台報名，並填妥所需資料，包括電郵地址等，

以享研習會後三個月內網上重溫安排。 

6. 差傳奉獻：感恩弟兄姊妹忠心回應上帝，截至 2022年 9月 25

日，共收差傳奉獻$38,060，讓教會可按差傳預算，於 2022年

9月奉獻$37,500予各支持單位。 



7. 婚訊：青年團張弟兄（Raymond）及林姊妹（Esther）將於本

周六（10月 8日）下午 2:00在屯門福音堂舉行婚禮；一對新

人邀請會眾出席婚禮，共證婚盟。 

8. 公假安排：本周二（10 月 4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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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弟兄姊妹留意和遵守以下防疫措施： 

a.若弟兄姊妹／同住家人有上呼吸道感染徵狀，或與感染的親友有密切
接觸，請留在家中參與網上聚會； 

b.若弟兄姊妹未符合「疫苗通行證」規定，請留在家中參與網上聚會； 
c.進入教會前掃瞄「安心出行」及「疫苗通行證」、量體温及消毒雙手； 
d.在教會內必須佩戴口罩；並不要在教會內聚集進食。  

mailto:may@efcc-tmc.org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感謝耶穌，祢是賜出人意外平安的主！困難的環境令我們忘

記祢是美善的主，使我們的心遠離祢，選擇單靠自己，屬靈

生命每況愈下。祢對我們的愛從來沒有改變，祢以祢寶貴的

話語再三提醒我們，靠著祢要喜樂。願祢的愛澆灌我們乾涸

的心靈，被祢的話語滋潤，心靈變得柔軟，思念祢的美善，

活出耶穌基督的真實。 

2. 福音事工： 

願主引導和幫助星月宣教士與居於英國的猶太人群體建立關

係，開啟傳福音的門；並願主保守星月宣教士盡快轉介至專

科醫生進行癌症醫療跟進及監察。 

3. 關顧代求： 

願上帝賜福將接受水禮的肢體，幫助他們得著上帝所賜的信

心和力量，每天勤讀聖經，藉安靜禱告，更認識主，並活出

生命見證，讓別人看見基督在他們心裡成為得榮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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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1日 

實體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逢星期六 下午 3:00 實體 中學至大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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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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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5日 

實體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逢第三個 

主日 
下午 2:00 

10月 16日 

實體 

在職／ 

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逢第四個 

主日 
下午 1:30 

10月 23日 

實體 

成年／ 

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逢第一個 

星期五 
晚上 8:00 

10月 7日 

實體 

家庭／ 

街坊 

生命成長 

查經小組 

逢星期三 

（每月首星期除外） 
上午 10:30 

10月 12日 

實體 
本堂肢體 

*因應疫情，聚會安排可能隨時更新，請留意最新公佈。 

 

本週經訓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

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

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 4章 4–7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