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0年 3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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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苦期第三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除祂以外 伍志業弟兄 

 耶穌恩友  

 每一天我需要祢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可 3:20 – 3:35（新約 50頁） 會 眾 

講道 成為耶穌的兄弟姊妹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心中滿樂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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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淑慧姊妹 

經訓 羅 5: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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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35節 

20 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

吃。 

21 耶穌的親屬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癲狂

了。 

22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他是被別西卜附着。」又說：

「他是靠着鬼王趕鬼。」 

23 耶穌叫他們來，用比喻對他們說：「撒但怎能趕出撒但

呢？ 

24 若一國自相紛爭，那國就站立不住； 

25 若一家自相紛爭，那家就站立不住。 

26 若撒但自相攻打紛爭，他就站立不住，必要滅亡。 

27 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壯士，

才可以搶奪他的家。」 

28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

得赦免； 

29 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 

30 這話是因為他們說：「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31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他。 

32 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着，他們就告訴他說：「看哪，你

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 

33 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34 就四面觀看那周圍坐着的人，說：「看哪！我的母親，我

的弟兄。 

35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聽主道筆記︰2020年 3月 15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成為耶穌的兄弟姊妹 馬可福音 3章 20 – 35節 

 

引言： 

跟隨耶穌，面對多方反對，作為耶穌的真正家人，仍能處之

泰然。 

 

A. 為福音持守 

 

 

 

 

 

 

 

 

 

B. 聖靈必保守 

 

 

 

 

 

 

 

 

 



C. 家人齊看守 

 

 

 

 

 

 

 

總結： 

我們正在做什麼？圍著耶穌坐，不再在「外邊」。 

耶穌正在做什麼？看著我們，稱我們為祂的弟兄、姊妹。 

 

 

Christ and the Samaritan Woman 基督與井旁的撒瑪利亞婦人 

 

預苦期第三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95 出 17:1 – 7 羅 5:1 – 11 約 4:5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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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月禱會： 

a. 教會月禱會：3 月月禱會將於 3 月 20 日（本星期五）晚

上 8:00舉行，進入聖言，與主相遇。 

b. 早禱會：逢主日早上 8:30 至 9:00 於小禮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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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會；簡介會將延後至 5 月 3 日(主日)

午堂崇拜後舉行，約 30 分鐘，另八堂「基要信仰課程」之上

課時間則容後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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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仍然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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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今天） TG – F1 

3月 18日（星期三） 生命成長查經小組、生命男 

3月 19日（星期四） 星期四查經小組 

3月 21日（星期六） JT、青年團、大衛團 

3月 22日（主日） 家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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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同工動向： 

a. 馮文富傳道今天（3 月 15 日）外出證道； 

b. 羅曉彤傳道將於 3月 16 – 22日休假。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感謝主耶穌，賜我們信心，願意遵從上帝的旨意，決心跟隨

主，使我們成為祢的家人，就算在在困難中，歡歡喜喜盼望

上帝的榮耀，在恩典中學習祢的話語，藉聖靈引導，及弟兄

姊妹彼此看守，生命漸漸成長，一心效法主，進入世界，安

慰傷心的，尋找失喪的，釋放被罪捆綁的，使萬民作祢的門

徒。 

2. 福音事工：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不少於國內服事的福音機構亦受影響，

其中包括福音機構 SALT*，SALT 為國內貧窮地區的教會提

供適切的聖經培訓，建立屬靈領袖；惟因為疫情，國內所有

培訓項目全面停止，機構收入亦銳減。願上帝讓 SALT 的培

訓項目，按祂美好旨意盡快恢復，並保守 SALT 的國內同工

和家人在疫情漫延和經濟困難情況下，全心仰賴上帝供應，

繼續活出門徒的樣式，見證上帝的信實。 

3. 關顧代求： 

感恩李志強弟兄和李施思思姊妹的小女兒李悅宜滿月，願上

帝保守悅宜在祂的愛中成長，認識耶穌，得著最大的智慧，

又跟隨耶穌，成為主的門徒。 

 

*SALT：Systematic Asian Leadership Training 

  



上周崇拜記錄 

3月 7日 Jesus’Teens 暫停 
主日崇拜 

早堂：67人 

午堂：43人 

兒童崇拜︰8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118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24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43,076.10 6,100.00 1,14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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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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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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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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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我們又藉着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
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
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
我們心裏。】  羅馬書 5 章  1–5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