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8 年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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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曉彤傳道

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財務幹事（部分時間）：陳梁偉嫺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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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彰顯後第三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讓讚美飛揚 張棣華弟兄 

 以色列的聖者  

 真光普照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太 4:18-22（新約第 4 頁） 會 眾 

講道 
某確類門徒 

(A Certain Kind of Disciple) 
楊桂炎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十萬樣緣由 

 (Bless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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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細妹姊妹 

經訓 詩 62:5-6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讓讚美飛揚（讚美之泉 01 - 讓讚美飛揚，27） 

在這美麗的時刻，我們相聚在一起， 
神的愛擁抱著我們，神的靈充滿這地，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擊鼓跳舞揚聲歡呼，凡有氣息都要讚美祂。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 
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讓讚美從四處響起， 
讓音符在空中飛舞，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以色列的聖者（頌樂樂，13） 
以色列的聖者，為我犧牲自己， 
神羔羊，祢是彌賽亞，耶穌和平之君， 

我要跪拜，要敬拜祢，主啊！因為祢是萬王之王， 
我要跪拜，要敬拜祢，我神！寶貴耶穌，和平之君。 
 
真光普照（美樂頌，125） 

1. 愛的光今日照耀人間，照耀幽暗、罪惡的人間， 
耶穌，世界的光，照耀眾生，以祢真理的光釋放我心； 
照亮我，照亮我。 

2. 靠祢寶血我進祢亮光，脫離幽暗，進威嚴榮光， 
在祢跟前屈膝，懇求憐恤、鑒察、光照我，將黑暗盡驅； 
照亮我，照亮我。 

3. 我定睛瞻仰君王榮光，反映君王樣式與容光， 
榮上加榮，天天更像耶穌，生命不斷更新，見證耶穌； 
照亮我，照亮我。 

副歌：真光普照，基督，彰顯祢天父榮光， 
   差遣聖靈，將心靈燃點， 

恩典江河傾流，充滿這世上萬邦， 
彰顯真理，真光普照全地！ 



十萬樣緣由（原曲：Bless the Lord；粵詞：凌東成）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讓我的心讚頌，噢，我靈，崇拜祂的名字， 
沒有這般讚頌，我心靈，名字配高舉敬拜。 

1. 日出東方，這破曉新一天， 
到這良辰唱祢詩歌， 
全拋開心中，世事掛慮決心不理， 
每晚我獻上頌讚的歌唱。 

2. 神祢厚愛，只會慢作憤怒， 
神配敬拜，仁慈滿心中， 
為祢美善，今我永不息歌唱， 
十萬樣緣由在我的心裡。 

3. 如到了那日，能力已退去， 
完結已近，快結束一生， 
讚美主我靈，要永久歌唱， 
要永遠讚美直到千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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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ing the Apostles Peter and Andrew; 耶穌呼召西門和安得烈 

 

基督彰顯後第三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62:5-12 拿 3:1 – 5, 10 林前 7: 29 - 31 可 1:14 - 20 

 



聽主道筆記︰2018 年 1 月 21 日 講員︰楊桂炎牧師 

A Certain Kind of Disciple 某確類門徒 馬太福音 4章 18-22節 

 

Introduction 引言 

1. God’s Blueprint in Changing the World Is Always About A 

Certain Kind of Person. 

上帝改變世界的藍圖永遠關乎某確類人。 

 

 

 

 

 

 

 

2. A Certain Kind of Disciple: 

某確類門徒： 

 

 

 

 

 

 

 

 

 

 



A. Responds to God’s Call For us (Matt 4:19a) 

- “Follow Me…” 

回應上帝對我們的呼召（太 4:19上） 

-“跟從我…” 

 

 

 

 

 

 

 

 

 

B. Realises God’s Commitment to us (Matt 4:19b) 

- “and I will make you…” 

明白上帝對我們的承諾（太 4:19中） 

-“我要叫你們…” 

 

 

 

 

 

 

 

 

 



C. Receives God’s Commission of us (Matt 4:19c) 

- “fishers of men” 

領受上帝給我們的任命（太 4:19下） 

-“得人如得魚” 

 

 

 

 

 

 

 

 

 

CONCLUSION 總結 

Go Make A Difference! 

去，活出與眾不同的生命！ 

 

 

 

 

 

 

 

 

 

 



家事分享 

1. 歡迎新加坡聖約播道會主任牧師楊桂炎牧師（Rev. Tony Yeo）

及楊師母蒞臨，願上帝藉楊牧師所主領的講道及研討會，激

勵屯福堂弟兄姊妹勇敢回應耶穌基督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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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教會的根源」研討會：今日中午 12:00 - 下午 1:30 舉

行，主題為「回歸教會的根源」（SEE THE CRITICAL NEED 

– Returning the Church to its Disciplemaking Roots），鼓勵弟

兄姊妹踴躍出席。今天原定聖經學院課堂取消，另行安排補

課。 

4. 2018 團年夜： 

a. 傳道部將於下主日（1 月 28 日）晚上 6:30 在嶺南大學嶺

南樓舉行「2018 團年夜」福音晚宴，接待慕道街坊和親

友。筵開 15 席，每席費用為$2,500，奉獻目標為$37,500，

現收到$24,960 奉獻，鼓勵各團契單位及弟兄姊妹繼續認

獻。 

b. 當晚需要枱長及大量事奉人員，鼓勵弟兄姊妹參與，為

主作見證，讓街坊及親友認識並相信耶穌。報名請從速

到服務台簽名。如有查詢，請於教會開放時間親身或致

電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5. 2018 年度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 月 7 日（主日）下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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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三月接受報名。查詢及報名可聯絡

李恩全牧師。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天父上帝，感謝祢揀選我們作祢的門徒，並差遣我們去使萬

民也成為祢的門徒！祢的心意是叫所有跟隨祂的人全心全

意遵從耶穌的教訓，沒有祢所賜的權柄，我們無可能完成這

任務。懇求祢幫助我們先改變自己，作真門徒，成為祢所合

用的工人，領受上帝的任命。 

2. 福音事工： 

a. 願上帝臨在「2018 團年夜」，彰顯祂的榮耀與權能，賜

下合宜的天氣，保守所有參加者身體健康，能如期出席。

願主賜得救的信心，讓每一個人都謙卑承認耶穌基督是

主，願意一生跟隨祂。 

b. 願上帝賜福聖約播道會，叫眾牧者及領袖得著能力，帶

領教會去完成上帝託付他們的使命，讓更多教會成為銳

意門訓教會。 

3. 關顧代求： 

願上帝安慰張智聰老師一家，在愛兒曉望安息主懷後，重新

得力，更深經歷上帝的愛，懷著盼望，領受從上以來的平安。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1 月 21 日） 
基督彰顯後第三主日 

下主日—（1 月 28 日） 
基督彰顯後第四主日 

主席 張棣華弟兄 盧惠珍姊妹 

講員 楊桂炎牧師 陳鴻老師 

公禱 

當值執事 
李細妹姊妹 張棣華弟兄 

司琴 葉滿枝姊妹 吳國幀弟兄 

音響 陳世海弟兄 郭以欣姊妹 

簡報 羅錦英姊妹 陳心悅姊妹 

插花 陳秀英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事 
王培冬姊妹、朱嘉傑弟兄 

何蘭妹姊妹、林慧寶姊妹 

余雅群姊妹、黎逸東弟兄 

陳素艷姊妹、嚴佩君姊妹 

接待 江潤祥弟兄、彭桂花姊妹 陳為建弟兄、符梅芬姊妹 

兒童崇拜 

岑碧蓮姊妹、高君倩姊妹 

林梓德弟兄、羅曉彤傳道 

陳詠桐姊妹、陳靜琳姊妹 

嚴佩君姊妹 

符梅芳姊妹、張頌昇弟兄 

曾頌淇姊妹、關詠思姊妹 

羅曉彤傳道、鄧溢朗弟兄 

高天賜弟兄、彭桂花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1月 13日 Jesus’ Teens： 

20 人（青少年人：6 人） 主日崇拜：155 人 兒童崇拜︰18 人 

上週崇拜總出席人數： 199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55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17,373.60 24,400.00 - 1,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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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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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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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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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4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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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

他而來。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動搖。】 
詩篇 62 篇 5-6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