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7 年 3 月 5 日 

上午十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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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行政幹事：陳梁偉嫺姊妹 
音樂幹事（部分時間）: 鄧卓敏姊妹 

事工幹事（部分時間）: 陳高君倩姊妹 

 

 

香港新界屯門彩暉花園七至八號地舖  

 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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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陳紹銘傳道 

讚美敬拜 讚歌不停 敬 拜 隊 

 十架犧牲的愛  

 差我用我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雅 1:19-27（新約 329 頁） 會 眾 

講道 知而能行 陳紹銘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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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32:5-6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讚歌不停（媒體綠洲 - 只有感謝，16） 

讚美祢榮耀祢，天使天軍也唱和， 

敬拜永恆上帝，眾生歌頌讚揚， 

來讓聖靈興起心裡的歌聲，萬眾高唱舉起手向主歡呼， 

這刻宣告高舉主祢慈愛大能，無窮榮耀永受頌揚。 

諸天稱頌祢，深海相呼應，主恩充滿大地讚歌不停息， 

來讓聖靈興起心裡的歌聲，萬眾高唱舉起手向主歡呼， 

這刻宣告高舉主祢慈愛大能，無窮榮耀永受頌揚。 

 

 

十架犧牲的愛（沙聲頌 01 - 主耶穌你是我一生的所有，3） 

耶穌捨身十架，主祢為我犧牲。 

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 

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 

祢被世人離棄凌辱，至死不退縮； 

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祢為我的過犯， 

 撇下榮耀尊貴，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眾罪已得潔淨， 

 祢是奴僕君王，權柄尊貴屬祢。 



差我用我（曲：John Purifoy，詞：梁逸軒） 
1. 靜心等候，憑祢差派任命。 

我此生願侍立，棄絕驕矜。 

告知我正確的路，祐護我行義途， 

但若迷路，願祢亮光輔助， 

我父、我神，差我用我。 

按祢派遣，甘心遵主旨意， 

去宣講奧妙救恩。 

化我幽蘭作祢光普照； 

主阿！懇請充滿我心，作指引！ 

2. 靜心等候，憑祢差派任命。 

我此刻決意靜待，潔淨充滿。 

加添我智慧剛力，讓我去宣告： 

祢大能力、大愛永不枯乾！ 

我父、我神，差我用我。 

按祢派遣，甘心遵主旨意， 

去宣講奧妙救恩。 

化我幽蘭作祢光普照； 

主阿，懇請充滿我心，作指引！ 

但若迷路，願祢亮光輔助， 

我父、我神，差我用我。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有情天詩集 03 - 你愛永不變，13） 

哦主，求祢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 

我願將祢話語深藏在我心，作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求祢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祢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 

副歌：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 

 

 

穩當根基（荒漠甘泉樂侶︰9 月 9 日） 

1. 耶穌的門徒，有極穩當根基，是神的言語，在聖經有所記！ 

救主已應許，賜你永遠的福，投靠你救主，祂必定要保護。 

2. 請聽救主說：「不要懼怕驚慌，因為我是神，我必賜你力量； 

我必幫助你，使你站立得住，用我全能手，時常將你扶助。 

3. 靠近我的人，靈魂必享安息，在我懷中的，我永遠不丟棄； 

仇敵無法侵，災害也不能臨，我必常保護，一直到無窮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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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主道筆記︰2017 年 3 月 5 日                                                                        講員︰陳紹銘傳道 

知而能行 雅各書一章 19-2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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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第一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32 創 2:15-17, 3:1-7 羅 5:12-19 太 4:1-11 



家事分享 

1. 歡迎新朋友出席本堂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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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得勝月禱會：本月月禱會將於 3 月 8 日（本星期三）晚

上8:00舉行，莫樹堅牧師主領信息分享。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同心為江湖人士禱告。 

3. 教會月禱會：本月教會月禱會將於 3 月 17 日（下星期五）晚

上 8:00 舉行，內地「24 小時祈禱中心」負責同工將分享禱告

見證，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同心仰望上帝。 

4. 執事選舉：2017 年議大會將於 4 月 23 日舉行，並選出新一

屆執事，任期兩年（2017-2019）。刊載有資格被提名參選之

會友名單的「2017-2019 年度執事選舉提名書」置於服務台，

誠邀弟兄姊妹按感動提名合適人選，於 3 月 19 日或之前填妥

「提名書」交李恩全牧師或執事會主席李淑賢姊妹。 

5. 2017 年度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 月 8 日舉行，願意接受水

禮的弟兄姊妹需參與聖經學院於 4 月至 7 月舉辦的「基要信

仰課程」，亦鼓勵有意轉會的弟兄姊妹報讀此課程。查詢及報

名可聯絡李恩全牧師。 

6. 受苦節、復活節聚會安排： 

a. 受苦節崇拜：4 月 14 日（星期五）晚上 8:00-9:30 

b. 復活節崇拜：4 月 16 日（星期日）早上 10:00-11:30 



7. 播道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已報名成為3月11日（星期六）

賣旗義工的弟兄姊妹，請於今天領取旗袋和旗紙；另鼓勵弟

兄姊妹購買金旗，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查詢，請聯絡事工

幹事陳高君倩姊妹。 

8. 外借堂址：今天下午 1:30-5:30，教會大禮堂將外借予城市睦

福團契舉辦友師活動。 

9. 同工消息：行政幹事陳梁偉嫺姊妹將於 3 月 7 至 11 日休假。 

 

Christ in the Wilderness 基督在曠野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全能的上帝，感謝祢差遣祢的愛子進入人世間，在曠野經歷

試探，願祢賜我們勇氣，效法基督，誠實面對自己的軟弱，

引領我們順服聖靈的帶領。深知祢的智慧無法測度，讓我們

更親近主，看見主向我們揭示的異象。 

2. 福音事工： 

a. 星月宣教士的負擔是向中東地區信奉穆斯林的人傳福

音，藉不同方法，包括時裝平台、人生教練課程、藝術

和運動等，接觸當地的穆斯林。願上帝賜她智慧和信心，

能夠與所接觸的學生和婦女建立美好友誼，並分享上帝

的奇妙作為，引領他們歸主，信耶穌。 

b. 2017 年度「飛 Book 特工青少年佈道訓練」將於 7 月

18-27 日舉行，包括三天澳門短宣，願上帝賜智慧及信

心給各負責籌備同工，安排合適的訓練課程，又感動青

少年肢體，願意委身學習，跟隨主的腳蹤。 

3. 關顧代求： 

感謝主，參與兒童崇拜的幼兒及小學生人數眾多；我們為兒

童崇拜職員及事奉人員的身心靈祈禱，求主賜信心、愛心與

智慧予每位事奉者，使他們事奉得力，教導孩童走在上帝的

道路中。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3 月 5 日） 
聖餐主日 

下主日—（3 月 12 日） 
預苦期第二主日 

主席 敬拜隊 B 陳為建弟兄 

講員 陳紹銘傳道 鍾翠嫻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李淑賢姊妹 張棣華弟兄 

司琴 敬拜隊 鄧卓敏姊妹 

投影音響 鄭家樂弟兄、麥敖晴姊妹 郭以樂弟兄、陳心悅姊妹 

插花 符梅芬姊妹 陳秀英姊妹 

司事 
劉自愛姊妹、梁佩雯姊妹 

薛海英姊妹、陳冠中弟兄 

蔡詩詠姊妹、譚月好姊妹 

楊順強弟兄、江進彥弟兄 

接待 江潤祥弟兄、李細妹姊妹 江潤祥弟兄、李細妹姊妹 

聖餐襄禮 
李家煒弟兄、李淑賢姊妹 

符梅芳姊妹、張棣華弟兄 
/ 

聖餐協助 吳銀屏姊妹、彭桂花姊妹 / 

兒童崇拜 

陳思敏姊妹、張頌昇弟兄 

潘詩詠姊妹、陳照明姊妹 

江進彥弟兄、黃穎琳姊妹 

李敏琪姊妹 

葉崇恩姊妹、麥敖儀姊妹 

陳詠桐姊妹、高君倩姊妹 

麥敖晴姊妹、洪麗芳姊妹 

陳璟曦弟兄 

 
上週崇拜記錄 2月 25日 Jesus’ Teens： 

21 人（少年人：12 人） 主日崇拜：155 人 兒童崇拜︰16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2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27,633.50 6,700.00 -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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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本堂 早上 9:00-9:30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2:00-5:30 
（崇拜 3:00） 

高小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10:00 幼兒及小學生 

迦勒團契 
3 月 10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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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待定 本堂 待定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3 月 5 日 
星期日 

外出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4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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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約翰團（星期六下午 4:30）於 JT 生活圈時段進行。 

本週經訓︰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

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為此，凡虔誠人都當

趁你可尋找的時候禱告你；大水泛溢的時候，必不能到他那

裏。】 
詩篇 32 篇 5-6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