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0年 2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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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彰顯後第五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馮文富傳道 

讚美敬拜 真神在聖殿中 張忠傑弟兄 

 世界之光  

 求呼召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可 1:35 – 45（新約 48頁） 會 眾 

講道 服從神、服侍人 馮文富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我交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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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棣華弟兄 

經訓 可 1:38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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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for Others 作世上的光 

 

基督彰顯後第四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112:1 – 10 賽 58:1 – 12 林前 2:1 – 12 太 5:13 – 20 

  



聽主道筆記︰2020年 2月 9日 講員︰馮文富傳道 

服從神、服侍人 馬可福音 1章 35 – 45節 

 

引言 

從曠野到曠野的耶穌（1:35、45） 

 

 

1. 退到曠野、聽主聲音（1:35-39） 

 

 

 

 

 

 

 

 

2. 進入人群、學主服侍（1:40-42） 

 

 

 

 

 

 

 

 

 

 



 

3. 跟隨耶穌、遵主旨意（1:43-45） 

 

 

 

 

 

 

 

 

 

 

 

 

 

 

總結 

作為耶穌的門徒，我們要跟隨耶穌—— 

  到曠野去聆聽祂的聲音 

  到人群裡學效祂的服侍 

  在一生中遵從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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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特別安排：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主日崇拜採

取以下臨時措施： 

a. 以較疏行距排列座椅，增加會眾之間距離； 

b. 拆除椅背上的布套； 

c. 不提供聖經，若會眾需要聖經，可向司事索取，並於崇

拜後歸還，讓教會進行清潔。教會未來將於禮堂入口設

置層架，讓會眾自助取用及歸還聖經； 

d. 在 Facebook 直播，讓因不同原因須留家的肢體可參與崇

拜；進入 https://www.facebook.com/EFCCTuenMunChurch

或於 Facebook 搜索「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屯門福音堂」參

與崇拜直播。 

3. 教會聚會改動：因疫情持續，未來一週，以下聚會暫停： 

2月 9日（今天） TG – F2 

2月 12日（星期三） 生命成長查經小組、生命男 

2月 13日（星期四） 星期四查經小組 

2月 14日（星期五） YFC 

2月 15日（星期六） JT、大衛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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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動向：劉丹弟兄、劉陳傑貞姊妹將和兒子，於本周初離

港，往澳洲定居，今天（2月 9日）是他們離港前最後一次

參與屯福堂崇拜；願上帝帶領他們一家人在澳的生活，亦為

他們預備合適的教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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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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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將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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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防疫呼籲：因應疫情持續，教會呼籲： 

a. 在過去 14天曾回國內者，按政府呼籲留家自我隔離 14天； 

b. 若有身體不適，如咳嗽、發燒、有呼吸道感染徵狀、嘔吐、

肚瀉等，請留在家中休息，並盡快求醫； 

c. 外出要戴口罩； 

d. 進入教會時，必須佩戴口罩，洗手或消毒雙手； 

e. 避免肢體間身體接觸，如握手，以避免傳播病毒； 

f. 學習服事別人，關心有需要的肢體，並與他們分享防疫物

資。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主耶稣，感謝祢，祢是大君王，滿有能力，祢也是謙卑的僕

人，體恤人的軟弱和需要，敬畏祢的人，必不致缺乏。因此，

我們勇敢來到主的面前，尋求幫助。然而，祢的旨意，高過

我們的旨意，祢要把最好的賜給我們，就是透過各種試煉，

操練我們的屬靈生命，使我們更認識上帝。願你引導我們，

留心聆聽主的聲音，因為祢要以祢的話語引領我們，與你建

立從未有過的親密關係。 

2. 福音事工： 

願主的愛激勵屯福堂眾弟兄姊妹，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持續期間，學習將憂慮卸給上帝，生命與主更緊密結連，預

備好去安慰和服事有需要的和心靈受傷的人，彰顯耶穌是人

類唯一的拯救者，叫人信服基督。 

3. 關顧代求： 

長達一個月的停課期已經開始，求上帝引導教會中不同年紀

的學生並他們的家長，善用假期與主建立緊密關係，經歷上

帝的實在，身心靈都有長進。願主引領他們在年少時已經得

著信心，歸信耶穌，立志跟隨主，成為世界的光，在言語、

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上周崇拜記錄 

2月1日 Jesus’Teens 

19人（青少年人：4人） 

主日崇拜 

早堂：78人 

午堂：52人 

兒童崇拜︰10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159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7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87,570.00 30,600.00 500.00 4,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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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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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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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
也好在那裏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  

馬可福音 1 章 3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