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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第二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羅曉彤傳道

讚美敬拜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盧惠珍姊妹

唯獨祢最重要

每一天我需要你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可 3:7 – 19（新約 50頁） 會 眾

講道 門徒──常在與受差 羅曉彤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工人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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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4:17 – 18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講道經文：馬可福音 3章 7 – 19節

7 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有許多人從加利利跟隨他。

8 還有許多人聽見他所做的大事，就從猶太、耶路撒冷、

以土買、約旦河外並推羅、西頓的四方來到他那裏。

9 他因為人多，就吩咐門徒叫一隻小船伺候着，免得眾人

擁擠他。

10 他治好了許多人，所以凡有災病的，都擠進來要摸他。

11 污鬼無論何時看見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說：「你是

神的兒子！」

12 耶穌再三地囑咐他們，不要把他顯露出來。

13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裏。

14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

去傳道，

15 並給他們權柄趕鬼。

16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

17 還有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又給這兩個

人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

18 又有安得烈、腓力、巴多羅買、馬太、多馬、亞勒腓的

兒子雅各，和達太，並奮銳黨的西門，

19 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聽主道筆記︰2020年 3月 8日 講員︰羅曉彤傳道

門徒──常在與受差 馬可福音 3章 7–19節

引言：

從屬並受差的騎士

一、我和耶穌的關係是________？

二、緊密接觸的關係

三、被呼召與耶穌常在的一群



四、被呼召受差的一群

彼得前書二章 9節：「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

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

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結語：
因常在而受差

Christ Instructing Nicodemus 耶穌與尼哥底母論重生

預苦期第二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121 創 12:1 – 4上 羅 4:1 – 5, 13 – 17 約 3:1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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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苦期：根據教會年曆，本主日為預苦期第二主日。預苦期
期間的四十日（主日不計算在內，因每主日都是記念主基督
復活的日子），由 2月 26日至 4月 9日。自古以來，信徒在
此期間多會禁食禱告，悔改自省，思念基督的受苦受死。

而耶穌則在曠野禁食四十晝夜，親近父上帝，支取聖靈的能
力，並面對魔鬼的試探。因此，我們以耶穌為榜樣，學習禁
食的操練，多安靜靈修操練，透過默想經文，紀念十架的基
督，默想上帝救恩與犧牲，信徒進入悔罪和更新的生活，並
懷著盼望預備自己的心去慶祝耶穌的復活。

3. 受苦節、復活節聚會安排：記念救主受難和復活的聚會，為了
讓弟兄姊妹更深認識主耶穌：

a. 受苦節崇拜暨祈禱會：4月 10日（星期五）晚上 8:00 - 9:30
教會四月份祈禱會將與受苦節崇拜會合併於 4 月 10 日舉
行，而 4月 17日將不會舉行月祈會；

b. 復活節崇拜：4月 12日（主日）早上 9:30及早上 11:30。

4. 「豐盛生命」行動：鑑於大部份聚會暫停，教會積極以其他
方式與弟兄姊妹保持連繫，鼓勵活出豐盛生命，安排如下：

a. 致電關心及代禱：以直接溝通方式，了解弟兄姊妹及街坊
的需要，並為他們代禱；

b. 分享物資：聯絡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及街坊，分享教會現存
的物資；

c. 感恩奉獻：回應上帝應許豐盛生命，學習操練感恩奉獻。
會眾可將獻金存入教會銀行戶口（匯豐 542-0-011974），
並於入數後，將入數紀錄電郵給教會（tmc@efcc-tmc.org），
或致電教會（24526988），以便教會記錄及跟進。

有感動的弟兄姊妹，可聯絡教會，參與以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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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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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特別安排如下：

a. 在 Facebook直播主日崇拜，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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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會眾進入教會時，必須佩戴口罩，洗手或消毒雙手，並避免

肢體間身體接觸，如握手。

c. 以下聚會暫停：

3月 11日（星期三） 生命成長查經小組、生命男

3月 12日（星期四） 星期四查經小組

3月 13日（星期五） YFC

3月 14日（星期六） JT、青年團

教會仍保持開放，兩堂主日崇拜、兒童崇拜、月禱會、

早禱會如常進行。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祢揀選亞伯拉罕，用不一樣的信心，回應

祢的呼召，全心跟隨使無變有的上帝。感謝主耶穌，祢也揀

選我們，用同樣的信心跟隨祢。懇求主，藉叫死人復活的能

力，更新我們的生命，從沉睡中醒來，與主更親密，跟隨主

的腳踪，在絕望中，縱然活在像沙漠般枯乾的生活，郤能夠

享受從主賜給的活水江河，把真正希望，帶給世人。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激勵屯福眾弟兄姊妹銳意效法耶穌，在預苦期專心操

練，親近父上帝，讓屬靈生活得滋潤，靠主得著力量，生命

充滿愛心、信心和盼望，叫鄰舍認出，我們是跟隨耶穌的人，

被吸引願意跟隨耶穌。

3. 關顧代求：

感恩鍾翠嫻傳道順利完成割除癌症腫瘤手術，她將需要接受

化療和服用標靶藥，願主賜下信心給鍾傳道，保守她在治療

和復康期間全心倚靠上帝供應，靠主身、心、靈健壯，大得

平安。



上周崇拜記錄

2月29日 Jesus’Teens 暫停
主日崇拜

早堂：63人
午堂：49人

兒童崇拜︰7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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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46.00 26,450.00 1,100.00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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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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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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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3月 28日
星期六

本堂 上午 10: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3月 22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4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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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聚會時間可能有改動，敬請留意最新公佈。

本週經訓︰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他

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
多國的父。」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 以
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羅馬書 4 章 17–1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