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0年 5月 3日 

早堂：上午九時三十分（網上直播） 

午堂：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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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曉彤傳道 

讚美敬拜 祢配得至聖尊榮 吳國幀弟兄 

 主活著  

 立志擺上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可 6: 1 – 13（新約 54頁） 會 眾 

講道 一份難打的工？ 羅曉彤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我要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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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曉彤傳道 

經訓 彼前 2:20 – 21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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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 in Glory；基督在榮光中 

復活後第四週 讀經經文 

詩篇 使徒行傳 書信 福音書 

詩 23 徒 2:42 – 47 彼前 2:19 – 25 約 10:1 – 10 

 

  



講道經文：馬可福音 6章 1 – 13節 

1 耶穌離開那裏，來到自己的家鄉，門徒也跟從他。  

2 到了安息日，他在會堂裏教訓人。眾人聽見，就甚希奇，

說：「這人從哪裏有這些事呢？所賜給他的是甚麼智慧？

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異能呢？ 

3 這不是那木匠嗎？不是馬利亞的兒子雅各、約西、猶大、

西門的長兄嗎？他妹妹們不也是在我們這裏嗎？」他們

就厭棄他。 

4 耶穌對他們說：「大凡先知，除了本地親屬、本家之外，

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5 耶穌就在那裏不得行甚麼異能，不過按手在幾個病人身

上，治好他們。  

6  他也詫異他們不信，就往周圍鄉村教訓人去了。 

7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出去，也

賜給他們權柄，制伏污鬼，  

8  並且囑咐他們：「行路的時候不要帶食物和口袋，腰袋裏

也不要帶錢，除了柺杖以外，甚麼都不要帶；  

9  只要穿鞋，也不要穿兩件褂子。」  

10 又對他們說：「你們無論到何處，進了人的家，就住在那

裏，直到離開那地方。  

11 何處的人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你們離開那裏的時候，

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對他們作見證。」 

12 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改；  

13 又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們。 

 



聽主道筆記︰2020年 5月 3日  

講員︰羅曉彤傳道 講題：一份難打的工？  

 

引言： 

搵份好工？ 

 

一、人心的剛硬 

 

 

 

 

 

 

 

 

 

二、不受歡迎的先知 

 

 

 

 

 

 

 

 

 

 



三、受差遣的處境 

 

 

 

 

 

 

 

 

 

 

四、面對不信的人 

 

 

 

 

 

 

 

 

 

總結： 

為何仍繼續這份難打的工？ 

 

 

  



家事分享 
1. 堂慶主日：下主日（5月 10日）為堂慶主日，不論當日舉行
實體崇拜，還是網上崇拜，本堂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將蒞臨
講道；若當天進行實體崇拜，將設呈獻環節，由盧牧師帶領
弟兄姊妹向上帝呈獻心意。 

2. 教會辦公室如常運作：實體崇拜及團契聚會將暫停至5月7日，
辦公室則保持如常運作，弟兄姊妹若有需要，可聯絡同工。 

3. 奉獻收據：2019／2020年度正式奉獻收據已經備妥，會衆可
選擇回教會領取或以郵寄方式收取，請聯絡財務幹事   
陳陳美春姊妹，以作安排。 

4. 教會 2019／2020 綜合報告：教會已出版 2019／2020 綜合報
告及詳細財政報告，綜合報告包括弟兄姊妹寶貴分享，歡迎
肢體回教會取閱；綜合報告亦己上載於教會網站  
（www.efcc-tmc.org），歡迎瀏覽閱讀。 

5. 「豐盛生命」行動：由於部份聚會暫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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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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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0 分鐘簡介會（舉行日期將延後至
政府「限聚令」完結後，日期容後通知），另八堂「基要信仰
課程」，李恩全牧師將個別聯絡已報名水禮或轉會的弟兄姊妹；
並鼓勵仍然考慮報名的肢體，可盡快向李牧師報名。 



7. 播道會總會網上佈道會系列：樂聚令 I NEED YOU 網上佈道
會將於年 5 月 4 – 6 日（星期一至三）晚上 8:00 – 9:00 於
Facebook Live (https://www.facebook.com/efccINeedYou/)舉行；
詳情請參以上網址。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親愛主耶穌，祢降下凡塵，親嘗人世間各種疾苦，經歷社會

的不公義，受盡冤屈。祢並沒有因此而逃避，仍默默地忍受，

沒有半點怨言，定意遵從天父的旨意，全心全意將福音傳揚。

祢呼召我們，原是要我們效法祢的榜樣，明白受苦的意義，

在於跟隨祢的腳蹤。懇求祢開我們的眼睛，看見上帝要我們

看見的，專心思念天上的事情，得著上帝的喜愛。 

2. 福音事工： 

在中東地區向穆民傳福音的星月宣教士，感謝上帝讓她獲得

專業英文老師資格，有多一項途徑去接觸當地學生，她特別

感恩在疫情下，能夠順利以網上授課形式完成考核必須的實

習；她邀請弟兄姊妹在穆斯林的齋戒月（4月 24日至 5 月 23

日）期間每天為穆民祈禱，求上帝賜下信心給他們，接受耶

穌為救主，生命得改變。 

3. 關顧代求： 

因為疫情，中、小學停課逾三個月，任職中、小學老師的肢

體，需要因應網上授學模式，重新處理課堂和相關安排，願

主保守他們在轉變中，看見主的召命和托負，並專心仰賴主

的保守，得著力量與喜樂。  

https://www.facebook.com/efccINeed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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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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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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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待定 本堂 上午 10: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5 月 24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6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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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
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你們蒙召原是為此，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
蹤行。】 

 彼得前書 2章 20–21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