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8 年 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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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苦期第二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聖哉，聖哉，聖哉 陳君漢弟兄 

 仰望十架  

 復興我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提後 4:5-8（新約 305 頁） 會 眾 

講道 用盡全力，直奔耶穌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奔跑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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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賢姊妹 

經訓 提後 4:3-5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聖哉，聖哉，聖哉（頌主新歌，1）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清晨歡悅歌詠，高聲頌主聖恩； 
聖哉，聖哉，聖哉！恩慈永無更改， 
榮耀與讚美，歸三一真神。 

2. 聖哉，聖哉，聖哉！群聖虔拜俯， 
各以華麗金冠，呈奉寶座之前； 
千萬天軍天使，虔敬崇拜上主， 
昔在而今在，永在萬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主藏黑雲裡， 
罪人焉得瞻望，真主威赫榮光； 
耶和華惟聖哉，誰與上主堪比， 
權能至完備，大哉天地皇。 

4.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天上地下海中，萬物頌主尊稱； 
聖哉，聖哉，聖哉！恩慈永無更改， 
榮耀與讚美，歸三一真神。 

 
 
仰望十架（我們愛因為神先愛，5）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仰望十架前，祢為我釘身， 
全因耶穌，祢為我捨身，潔淨我的污穢，賜下憐憫。 

因祂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祂受鞭傷，使我得醫治， 
為我擔當痛苦憂患，醫好我，讓我得釋放。 
因祂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祂受鞭傷，使我得醫治， 
來頌讚來歡呼，今我瞎眼得看見，向我主歌頌直到永遠。 
 



復興我（我是泥土，4） 
1. 求主更新復興我，讓我禱告到達祢寶座前， 

打開天窗，傾福賜下，渴慕祢靈，來充滿我。 

2. 求主一生用我，願祢旨意行在我一生中， 
每天更新，過得勝生活，榮耀祢，天天分享主愛。 

我的心，與我靈，願意一生尊祢為大， 
獻我心，獻我靈，讓我進到祢慈愛居所。 
我的心，與我靈，願意一生尊主為大， 
獻我心，獻我靈，燃亮我，再次復興我。 

 
 
奔跑不放棄（讚美之泉 20A - 新的事將要成就，8） 

每個狂風暴雨裡，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我得著能力， 

我愛祢，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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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25 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用盡全力，直奔耶穌 提摩太後書 4 章 5-8 節 

 
引言 
有力量，因為有目標。 
 
 
A. 保羅的「五味」人生   

1. 沉著謹慎（4:5） 
 
 

 

2. 忍受苦難（4:5） 
 

 

 

3. 信靠順服（4:5） 
 

 

 

4. 盡忠職守（4:5） 
 
 
 

5. 至死忠心（4:6） 
 

 



B. 充滿動力的人生（有目標） 

 

 

 

 

 

 

 

 

 

C. 各就各位，直奔耶穌  

1. 效忠耶穌 
 

 

 

2. 確認身份 
 
 
 
 
3. 各就各位 

 

 

 

 

 



總結 
讓我們立志，活出有目標的生命！銳意踏上保羅二千年前走過的
路，不是要去他到過的地方，乃是快跑到為我們捨身的主耶穌那
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et thee behind me, Satan: for thou savourest not the things that be of God,  
but the things that be of men” 

「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預苦期第二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22:23-31 創 17:1 – 7, 15-16 羅 4: 13 - 25 可 8:31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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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團拜︰今天崇拜後舉行，內容包括茶點及彼此祝福相交，

聚會約半小時，鼓勵所有弟兄姊妹留步參與。 

3. 富泰天地：3 月份富泰天地將於 3 月 2 日（本星期五）晚上

7:30 舉行。 

4. 「高原的呼聲」祈禱會：海外福音使團及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於 3 月 8 日（星期四）晚上 7:30-9:00，假灣仔春園街 77 號

竹居台舉行祈禱會，由一位深愛東南亞高原族群的資深商人

作分享。鼓勵弟兄姊妹出席，關心高原族群的福音需要。 

屯福堂一直支持向藏族傳福音的「笑鶚」宣教士；其最新通

訊載有宣教士連福川牧師（Rev. Frank Doggett Learner）的事

蹟和文章。連牧師於 1913 年開始在大西北高原傳福音，長達

三十五年，經歷戰禍動盪；即使兩名年幼子女在高原喪命，

他也義無反顧，竭力為主拯救藏人的靈魂。教會備有少量通

訊，歡迎弟兄姊妹取閱。 

5. 受苦節及復活節聚會安排： 

a. 預苦期月禱會：3 月 16 日（星期五）晚上 8:00 

b. 受苦節崇拜：3 月 30 日（星期五）晚上 8:00-9:30 

c. 復活節崇拜：4 月 1 日（星期日）早上 10:00-11:30 

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和預備心靈參加，藉禱告、默想及敬

拜，操練銳意作主門徒的生命。 

 

 



6. 教會旅行：會友部將於 5 月 1 日（星期二，公眾假期）舉行

教會旅行一日遊，暢遊廸欣湖公園及大澳漁村，並於大澳品

嚐水鄉風味午餐，歡迎本堂會眾參加，名額 120 位。費用如下： 

a. 6 歲以上至成人 - 每位$178 

b. 長者（65 歲或以上）或小童（3 至 5 歲） - 每位$90 

c. 嬰孩（0 至 2 歲） - 免費 

欲於今天報名，請在團拜後到司事枱簽名及交費，額滿即止。

查詢請聯絡會友部執事符梅芳姊妹或陳紹銘傳道。 

7. 2018 年度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 月 7 日（主日）下午舉行，

同日亦會舉行孩童按手禮。願意接受水禮的弟兄姊妹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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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度奉獻呼籲︰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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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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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主耶穌，感謝祢，親自向我們顯明祢是又真又活的神，祢的

國度與管治要降臨地上！因此，雖然面對反對及不同的聲音，

我們仍要勇敢面對，決心嚴謹按聖經宣講及活出真理，完成

祢所吩咐的工作，堅持到底，絕不放棄。 

2. 福音事工： 

a. 致志向藏族傳福音的笑鶚宣教士，去年底因為血性腹瀉，

提早回港求醫，現在仍在港就醫及休息。她計劃於 2018

年將連福川牧師的著作翻譯成中文出版，並籌劃跨省異

象之旅，讓更多弟兄姊妹了解上帝在東亞高原地區的工

作。求上帝醫治笑鶚宣教士，使她得著從上主而來的健

壯身、心、靈，繼續為主奔跑。 

b. 13 位弟兄姊妹、執事及同工，將於 2 月 27 日（本星期二）

出席播道會得勝堂春茗，願上帝賜眾肢體信心及力量，

在江湖人士中為福音作見證。 

3. 關顧代求： 

今年中學文憑試將於 3 月中展開，願上帝賜福給即將應試的

劉韻靖、布穎琦、周穎津、劉詩敏、高榕瑩及陳卓瑩，使她

們得堅固信心，仰賴主的供應及保守，按上帝所賜的智慧盡

上本份，將一切憂慮卸給主，得著平安與喜樂，全然交託，

宣認耶穌基督是主。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2 月 25 日） 
預苦期第二主日 

下主日—（3 月 4 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 

主席 陳君漢弟兄 敬拜隊 

講員 李恩全牧師 馮文富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李淑賢姊妹 李家煒弟兄 

司琴 葉金枝姊妹 敬拜隊 

音響 鄧慶良弟兄 鄭家樂弟兄 

簡報 羅錦英姊妹 麥敖晴姊妹 

插花 符梅芳姊妹 符梅芬姊妹 

司事 
何美寶姊妹、黃笑珍姊妹 

梁佩雯姊妹、何蘭妹姊妹 

王培冬姊妹、林秋平弟兄 

何蘭妹姊妹、林慧寶姊妹 

聖餐襄禮 — 
伍志業弟兄、李淑賢姊妹 

李家煒弟兄、李細妹姊妹 

聖餐協助 — 彭桂花姊妹、潘詩詠姊妹 

接待 王培冬姊妹、潘鏡權弟兄 江潤祥弟兄、彭桂花姊妹 

兒童崇拜 

葉崇恩姊妹、林梓德弟兄 

陳美春姊妹、鄧美儀姊妹 

李細妹姊妹、楊順強弟兄 

洪麗芳姊妹、陳靜琳姊妹 

岑碧蓮姊妹、葉崇恩姊妹 

陳心悅姊妹、陳詠桐姊妹 

陳思敏姊妹、黃穎琳姊妹 

高君倩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2 月 17 日為大年初二， 

Jesus’ Teens 暫停了一次。 主日崇拜：108 人 兒童崇拜︰9 人 

上週崇拜總出席人數： 117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9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7,112.00 2,750.00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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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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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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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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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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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

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

渺的言語。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工夫，

盡你的職分。】 
提摩太後書 4 章 3-5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