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0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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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文富傳道、陳紹銘傳道、羅曉彤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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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獻給我天上的主 符 杏 姊 妹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主如明亮晨星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可 1:21 – 34（新約 47頁） 會 眾 

講道 得人漁夫得家人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我交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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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賢姊妹 

經訓 彌 6:7 – 8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聽主道筆記︰2020年 2月 2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得人漁夫得家人 馬可福音 1章 21-34節 

 

引言 

耶穌先後進入兩座建築物，彰顯權柄：一座會堂及一個家庭。

耶穌有權柄，與我何干？ 

 

A. 僕人王者、統管萬有 

 

 

 

 

 

 

 

 

B. 王者僕人、服事萬人 

 

 

 

 

 

 

 

 

 

 



 

C. 家人蒙福、得人漁夫 

 

 

 

 

 

 

 

 

 

 

 

 

總結 

既然已得醫治，就當專心服事主，讓耶穌重建我們的家庭。 

  



家事分享 

1. 歡迎首次出席本堂崇拜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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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泰天地開年飯：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及專家指

出未來十四天是疫情發展的關鍵期，教會響應政府呼籲，減

少人流聚集的機會，原訂 2月 7日「富泰天地開年飯」將延

期舉行，請留意日後公佈。 

3. 教會聚會改動：因應疫情持續，未來一週，以下聚會暫停： 

2月 2日（今天） TG–1、TG–2 

2月 5日（星期三） 生命成長查經小組、生命男 

2月 6日（星期四） 星期四查經小組 

2月 7日（星期五） 富泰天地 

2月 8日（星期六） 青年團 

期間，教會仍保持開放，兩堂主日崇拜、兒童崇拜及早禱會

如常進行。 

4. 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 月 11 日（主日）舉行，願意接受水

禮的弟兄姊妹必需出席 3 月 29 日(主日)午堂崇拜後的     

簡介會（約 30 分鐘）和共八堂的「基要信仰課程」（上課時

間容後公佈）；而準備申請把會籍轉入本堂的弟兄姊妹，若報

讀這課程，有助教會考慮有關申請。報名，請到服務台簽名；

查詢可聯絡李恩全牧師。 



5. 分享防疫物資呼籲︰市面的防疫物資，包括口罩及消毒潔手

液等短缺，教會呼籲弟兄姊妹學習服事別人，關心有需要的

肢體，並與他們分享有餘的物資。 

6. 年度奉獻呼籲︰2019-20 財政年度將於 3 月底完結，鼓勵弟

兄姊妹檢視個人奉獻情況（司庫將下主日開始個別派發奉獻

紀錄表），並為此禱告。現時捐獻免稅額是全年總收入的

35%。 

 

 

 

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訓眾 

 

基督彰顯後第四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15 彌 6:1 – 8 林前 1:18 – 31 太 5:1 – 12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主耶穌，祢是三一真神，與聖父聖靈同榮同尊，卻不以自己

與父上帝同等而按自己意思行事。祢放下自己的權利，成為

人的樣式，謙卑服事困苦的人，醫治患病的，釋放被罪惡及

魔鬼捆綁的人。我們深信祢必保守一切投靠祢的人，不論是

面對瘟疫，抑或是生活上的所需，敬畏祢的人，必不致缺乏。

因此，我們專心尋求認識祢，宣認祢是我們生命的主，決心

服事祢，不論健康、病患、貧窮、富足，都不能奪去祢對我

們的愛。 

2. 福音事工：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社會彌漫著負面情緒，願上帝

施恩憐憫，堅固眾屯福弟兄姊妹對上帝的信心，能夠領受上

主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並銳意活出信徒樣式，將從上帝而

來的福音和盼望帶給身邊的人。 

3. 關顧代求： 

a. 李志強弟兄、施思思姊妹的第二名孩子預產期為下周；

因為疫情持續，令生產安排增添變數；求上帝保守胎兒

健康成長，母親生產過程順利；又願上帝堅立為父母的

信心，深信上帝的看顧和供應。 

b. 劉丹弟兄、劉陳傑貞姊妹將於 2月往澳洲定居，願上帝

帶領他們一家人在生活和工作都能靠主有好適應，亦為

他們預備合適的教會。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2 月 2 日） 

聖餐主日 

下主日—（2 月 9 日） 

基督彰顯後第五主日 

主席 符杏姊妹 張忠傑弟兄 

講員 李恩全牧師 馮文富傳道 

公禱 李淑賢姊妹 張棣華弟兄 

司琴 葉滿枝姊妹 麥敖儀姊妹 

音響 黃寶蓮姊妹 鄧慶良弟兄 

簡報 何美寶姊妹 
早 蕭潔芝姊妹 

午 張思樂姊妹 

插花 符梅芬姊妹 周淑賢姊妹 

司事 

早 
梁偉嫺姊妹 

陳詠桐姊妹、黃笑珍姊妹 楊順強弟兄 

鄧美儀姊妹、譚月好姊妹 
午 
梁偉嫺姊妹 

江進彥弟兄、羅麗芳姊妹 

聖餐襄禮 
李細妹姊妹 

李淑賢姊妹、張棣華弟兄 
— 

聖餐協助 吳銀屏姊妹、彭桂花姊妹 — 

接待 盧惠珍姊妹、鄧慶良弟兄 
早 李細妹姊妹、張育英姊妹 

午 劉自然姊妹、布鑑光弟兄 

兒童崇拜 

符梅芳姊妹、陳思敏姊妹 

麥敖儀姊妹、嚴佩君姊妹 

李嘉韻姊妹、麥敖晴姊妹 

王天恩姊妹 

林鳳玲姊妹、高君倩姊妹 

鄧溢朗弟兄、卡碧敏姊妹 

陳思敏姊妹、陳滿滿姊妹 

 
上周崇拜記錄 

1月 26日 

Jesus’Teens暫停一次 

主日崇拜 

早堂：87人 

午堂：41人 

兒童崇拜︰7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135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0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30,338.50 11,8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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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1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8:30-9:00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3:00-5:30 

（崇拜 3:30） 
高小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9:30 幼兒及小學生 

Youth 

For Christ 

2 月 14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大專／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45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2 月 15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3 月 28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2: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2 月 23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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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經訓︰ 
【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豈可為
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
嗎？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
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
行。】  

彌迦書 6 章 7–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