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7 年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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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 恩 全 牧 師 

讚美敬拜 祢是榮耀君王 符 杏 姊 妹 

 寶貴十架  

 因祂活著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生 命 男 * 

講道 
太 4:12-25（新約第 4 頁）  

陳 鴻 老 師 
光照百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耶穌我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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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家 煒 弟 兄 

經訓 西 3:2-3 會 眾 

祝福  李 恩 全 牧 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祢是榮耀君王（新歌頌揚，359）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寶貴十架（讚美之泉 11 - 寶貴十架、似乎在天堂，29） 

主耶穌，我感謝祢， 

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我感謝祢， 

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因祂活著（基督是主第 3 集，54） 

神差愛子，人稱祂耶穌， 

祂賜下愛，醫治寬恕， 

死裡復活，使我得自由， 

那空墳墓就是我得救的記號。 

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祂活著。 

 

 

耶穌我恩主（主澤流長 3，1） 

1. 主啊，祢是神，遠勝一切別神。 

萬有的主宰，是我生命源頭。 

本居於高處，卻降生這世上， 

與世人分享真愛與真理。 

2. 主啊，祢聖名，配得稱讚頌揚。 

是我生命力量，是我的保障。 

盡管翻風雨，我的心也安穩， 

祢是浮生的方向與指引。 

副歌：皆因主厚愛，今天充滿我， 

扭轉醜與惡，明亮我心！ 

極力地讚美，耶穌我恩主！ 

一生也精彩，只因有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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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surrection，耶穌復活 

 

復活主日 讀經經文 
舊約 詩篇 新約 福音書 

耶 31:1-6 詩 118:1-2, 西 3:1-4 太 28:1-10 

*潘鏡權弟兄 *陳振華弟兄 *卡碩寶弟兄 *陳強弟兄 



聽主道筆記︰2017 年 4 月 16 日                                                                  講員︰陳鴻老師 

光照百姓  馬太福音 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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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明道社社長陳鴻老師蒞臨，宣講上帝的話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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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早禱會及月禱會︰逢主日早上 9:00至 9:30於小禮堂舉行早禱

會。4 月份月禱會將於 4 月 21 日（星期五）晚上 8:00 舉行，

鼓勵弟兄姊妹出席，同心等候上帝。 

4. 生命單張快樂頌：為回應上帝要屯福堂向街坊及基層家庭傳

福音的召命，屯福堂於 2011 年底開展「生命單張大行動」擴

堂計劃。新堂於 2013 年 5 月啟用，福音工作以「生命單張快

樂頌」為主題全面開展。 
a. 感謝上帝供應，過去三年「購堂還款」目標順利達成（包

括 2016 年目標$76 萬）。除了每月$48,250 按揭還款外，

教會在 2017年度定下「飛躍信心路，向前再跨步 2017」
購堂還款認獻計劃，籌款目標為$70 萬，全數用作償還

到期之免息貸款。鼓勵弟兄姊妹以一次性奉獻、分期奉

獻及信心認獻等方式支持教會，截止日期為8月31日。

詳情請參閱認獻表。 
b. 藉有紀律的禱告及讀經生活建立弟兄姊妹，作為活潑的

生命單張，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5. 播道會屯門福音堂年議會：本堂 2016-2017 年度年議會將於 4
月 23 日（下主日）中午 12：00 召開，請會友預留時間出席，

歡迎會眾列席。 

6. 親親媽媽日︰本年度母親節外展福音聚會將於 5 月 14 日（主

日）下午 2:30 舉行，請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出席並參與服侍工

作，協助當日現場工作，包括枱長、招待等，請到服務台報

名。另請各探訪隊隊長立刻動員各隊員，進行會前探訪。查

詢可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7. 38 周年堂慶：5 月 7 日為堂慶主日崇拜，鼓勵弟兄姊妹為「飛

躍信心路，向前再跨步 2017」作感恩奉獻及禱告，當日崇拜

將以「呈獻」方式收集奉獻及禱文，邀請會眾到台前獻上心

意。 

8. 財政報告：更新至 2017 年 2 月之教會財政報告已放於「教會

通告」資料夾內，歡迎弟姊妹省覽。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感謝讚美上帝！祢叫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勝過死亡黑暗的

勢力！曾死在罪惡過犯中，今天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每天

學習效法耶穌基督，時刻掛念祂的事情，縱然世上充滿挑戰

和危險，耶穌基督引領我們開始新的生活，緊跟隨主，進入

榮耀裡。 

2. 福音事工： 

a. 願上帝帥領 2017 年「生命單張樂頌」擴堂籌款，感動

屯福及友堂弟兄姊妹，甘心樂意獻上金錢，為主所用，

使更多人認識福音，作主門徒。 

b. 「2017 親親媽媽日」正在籌備中，願上帝的靈感動眾

同工及弟兄姊妹，謙卑祈求上帝的國度降臨，將生命

呈獻，以上帝為我們的上帝，成就祂的旨意。 

3. 關顧代求： 

埃及兩座位於坦塔市（Tanta）和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的基督教教堂於上周棕枝主日，遭遇「伊斯蘭國」發動的炸

彈襲擊，造成多人死傷。願上帝看顧埃及教會弟兄姊妹，親

自安慰，並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又憐憫行兇者，開他們的眼

睛，悔改歸向耶穌。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4 月 16 日） 
復活主日 

下主日—（4 月 23 日） 
復活後第二主日 

主席 符杏姊妹 吳國幀弟兄 

講員 陳鴻老師 馮文富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李家煒弟兄 李淑賢姊妹 

司琴 吳國幀弟兄 葉金枝姊妹 

投影音響 郭以欣姊妹、羅錦英姊妹 張棣華弟兄、潘鏡權弟兄 

插花 周淑賢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事 
李敏琪姊妹、余雅群姊妹 

黎逸東弟兄、梁佩雯姊妹 

 

黃瑋研弟兄、杜穎嫻姊妹 

林慧寶姊妹、黎勉珍姊妹 

接待 江潤祥弟兄、林志豪弟兄 陳振華弟兄、林志豪弟兄 

兒童崇拜 

高君倩姊妹、陳思敏姊妹 

潘詩詠姊妹、陳美春姊妹 

鄧溢朗弟兄、鄭家樂弟兄 

黃穎琳姊妹 

林鳯玲姊妹、鄧卓敏姊妹 

曾頌淇姊妹、李蓮玉姊妹 

陳海雪姊妹、張頌昇弟兄 

陳靜琳姊妹、吳銀屏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4月 8日 Jesus’ Teens： 

18 人（少年人：7 人） 主日崇拜：143 人 兒童崇拜︰17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26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26,630.20 1,500.00 -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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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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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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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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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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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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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
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歌羅西書 3 章 2-3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