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2年 12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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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二主日／聖餐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陳卓麒弟兄 

讚美敬拜 以色列的聖者 陳為建弟兄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獻上活祭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讀 經 員 

講道 
彼前 4:7–8（新約 336頁） 

用愛縫隙補缺 
譚偉康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愛心可以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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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卓麒弟兄 

經訓 羅 15:5–7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 



將臨期第二主日 讀經及燃點蠟燭 

早堂 

詩篇 舊約 

賽 11:1 – 10 詩 72:1 – 7, 18 – 19 

午堂 

新約 福音書 燃點將臨期蠟燭 

羅 15:4 – 13 太 3:1 – 12 啟應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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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在他

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平直。這些事我都

要行，並不離棄他們。（賽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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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經文：彼得前書 4章 7-8節 

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聽主道筆記：2022年 12月 4日 講員： 譚偉康牧師 

經文：彼得前書 4章 7–8節 講題：用愛縫隙補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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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譚偉康牧師蒞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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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及聖誕節聚會：將臨期開始，教會安排崇拜讀經及燃

點將臨期蠟燭和以下聚會，與眾肢體學習銳意等候上帝，迎

接耶穌基督的臨在： 

將臨期祈禱會 12月 16日（星期五）晚上 8:00 

平安夜 

感恩聚餐 

12月 24日（星期六）晚上 6:00–9:00 

地點：嶺南樓海鮮酒家一樓 

內容：詩歌、信息、真摯分享、晚餐 

費用：每位$200 

小學生或以下每位$100 

65歲或以上長者每位$100 

防疫要求：藍碼「安心出行」 

即日「快速測試」 

現場掃瞄「疫苗通行證」 

已開始接受報名，繳費作實，額滿即止。 

查詢，請聯絡會友部部長杜健瑩姊妹或部

員鄧綺芬姊妹（Fanny）。 

聖誕報佳音 各屯福小組將於12月份以小組形式出隊，

向街坊親友報佳音。請各小組長向福音幹

事索取報佳音物資。 

聖誕佳音 

嘉年華 

12月 25日（主日）下午 3:00 

 請弟兄姊妹祝福 (BLESS)***未信的親

友，邀請他們出席嘉年華會，認識耶穌

（宣傳單張附夾在程序表內）。 

 當日需要枱長及各類事奉人員，鼓勵肢

體參與，為主作見證，報名請到服務台

簽名。 



4. 分享喜悅：家庭團陳姊妹女兒黃姊妹將出嫁，姊妹今天（12

月 4日）預備了喜糖與眾肢體分享。 

5. 同工動向：按執事會議決，陸志棠先生將於本星期四（12 月

8 日）起，出任「見習傳道」，為期一年，學習承擔傳道一職。 

6. 事奉一覽表：2023年 1及 2月事奉一覽表已備妥，請相關弟

兄姊妹到司事枱取閱，查詢請聯絡事工幹事陳高君倩姊妹。 

 

 

 

 

 

 

***Begin with prayer 禱告 

Listen to a friend 聆聽 

Eat with a friend 聚餐 

Serve a friend 服侍 

Share your story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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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體温及消毒雙手；在教會內必須佩
戴口罩；並不要在教會內聚集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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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may@efcc-tmc.org


《2022年靜修營分享》 

蕭姊妹 

  從進入第一段經文開始，便回到我們思想生命的主宰，
既然上帝是我們生命的主宰，為何當中提到我們對上帝是
三心兩意的忠心？思想「效忠於上帝」究竟是什麼？「然
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啟 2:4) 確實我們被四周環境影響而對上帝未能完心全意的
降服，不論是工作、家庭、生活上各項大小事充斥著我們，
又因著自己固有的習慣和想法，對上帝的勸勉不覺得是重
要，當中聖靈的提醒逐漸聽不到，也看不見及察覺不到當
中的嚴重性及迫切性，只看見眼前的事，只看見自己的事。
我們好容易說要跟從耶穌倚靠耶穌，但實際未能行動，以
致我們的生活失去方向失去平衡和動力，看不見自己的問
題。「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王上 3:9) 這令
我想起入營前，與家人的相處，因著自己想得太急，還以
為這樣對她好，不自覺用了自己的方法和態度，不自覺的
好想抓著事情的發生。這段日子，讓我好好的反思我不是
神。當我不斷抓著時，問題根本沒有解決；但當我學習放
手時，上帝會出手。 

  出營後，在一次查經中，提到保羅為著以色列民的叛
逆作出強烈的勸勉，「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
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
裔都得存活；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專靠他；
因為他是你的生命……」(申 30；19 – 20)  究竟我們今日選
擇愛世界？還是選擇愛上帝？在日常生活中確實要作出好
多抉擇，感恩當我選擇了上帝的事，選擇放低自己，放低
了困擾我好一段時間時，那天晚上我完全得到釋放！ 

  今年再次來到靜修營，縱然每次陌生環境令我睡得不
好，但能專注在上帝的話，我仍然感恩能參與當中，讓我
好好反思與上帝的關係，重新踏上這條救贖之旅。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主耶穌，祢是君王，我們敬拜祢。因著上帝的靈，祢有智慧

和聰明，謀略和能力，並有知識，知道敬畏上帝之道。我們

相信祢是使人有盼望的神，祢是全能全知，要將諸般的喜樂

和平安充滿我們的心。因此，我們立志彼此接納，效法主的

忍耐，在安慰中大有盼望。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激勵屯福小組和弟兄姊妹參與聖誕報佳音，並帥領每

一次探訪，讓我們帶著主所賜的信心和勇氣祝福(BLESS)*親

友和街坊，又願主堅立聖誕聚會的事奉人員，專心靠主處理

各項安排，為要見證耶穌基督的實在，引領親友街坊信主。 

3. 關顧代求： 

a. 願主祝福黃姊妹（家庭團陳姊妹女兒）與同為基督徒的

丈夫，靠主恩典建立新家庭，見證主愛，榮神益人。 

b. 近日香港確診新冠肺炎的人數持續，教會亦有不少肢體

受感染，願主保守染病的肢體順利康復，又保守他們和

家人在隔離中得平安，全家同心領受主的恩典和醫治。 

 

 

 

 

 

 

 

 



祈禱會、團契及小組聚會時間表 

團契／組別 聚會日期* 時間 下次聚會日期 聚會對象 

月禱會 
逢第三個 

星期五 
晚上 8:00 

12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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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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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7日 

實體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逢第三個 

主日 
下午 2:00 

12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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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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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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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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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所以你們要彼此接

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 

羅馬書 15章 5–7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