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8 年 3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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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苦期第四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奇異恩典 陳為建弟兄 

 進入祢的同在  

 因祂活著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耶 2:1-13、18（舊約 882 頁） 會 眾 

講道 我將心獻給祢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I Give You My Heart 

我將心獻給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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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忠傑弟兄 

經訓 啟 2:4-5 上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奇異恩典（頌主新歌，242）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進入祢的同在（讚美之泉 05 - 全新的你，24） 
1. 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我與眾天使圍繞寶座敬拜。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我要單單敬拜祢耶穌。 
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 
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 
我要跪下，跪下，在祢寶座前。 
我要跪下，跪下，在祢寶座前。 

2. 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我在祢聖潔光中被祢得著。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我要單單為主祢而活。 
頌讚榮耀，榮耀，榮耀歸羔羊。 
頌讚榮耀，榮耀，榮耀歸羔羊。 
頌讚聖潔，聖潔，聖潔的真神。 
頌讚聖潔，聖潔，聖潔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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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ive You My Heart 我將心獻給祢 
（曲詞：Reuben Morgan） 

This is my desire to honor You. 
Lord, with all my heart, I worship You. 
All I have within me, I give You praise. 
All that I adore is in You. 

Lord, I give You my heart, I give You my soul, 
I live for You alon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Every moment I'm awake, 
Lord, have Your way in me. 
 
我冀盼渴想，來敬奉神； 
我敬拜祢主，獻上真心； 
我以我心所有來讚頌神； 
祢是我最深愛最敬仰。 

將真心獻給主，靈魂都獻給主； 
我只因祢而活。 
當呼吸每一息，和人生每一刻， 
來掌管指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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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1 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我將心獻給祢 耶利米書 2 章 1 - 13、18 節 

引言 

追尋虛無的事情，成為生活常態。 

 

A. 忘恩負義，虛幻人生   

 

1. 藉屬世的事尋求安全感 

 

 

 

2. 遠離上帝 

 

 

 

B. 聆聽上主，棄絕虛無 

 

 

 



C. 不再虛無，全心獻上無保留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

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

（啟 2:4-5 上） 

1. 辨識（Recognise） 

 

 

 

2. 悔改（Repent） 

 

 

 

3. 更新（Renew） 

 

 

 

4. 修復（Restore） 

 

 

 



總結 

只有上帝才可以完全滿足我們，讓我們歸回上帝，經歷祂改變生
命的大能。 
 

 

 

 

Christ our Light; 基督我們的光 
 

預苦期第四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07:1 – 3, 17 – 22  民 21:4 – 9 弗 2: 1 - 10 約 3:14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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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月禱會：本月教會月禱會為預苦期月禱會，將於 3 月 16 日

（本星期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同心仰望

上帝。 

3. 聖經學院新一季課程︰聖經學院 4 - 7 月課程將於 4 月 8 日開

課，課程包括「彌迦書」、「活出信仰：帖撒羅尼迦後書、腓

利門書研讀」及「基要信仰課程」，詳情請參閱課程簡介，鼓

勵弟兄姊妹報名，努力學習聖經，查詢可聯絡馮文富傳道或

聖經學院院長陳家揚弟兄。 

4. 受苦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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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會年議會：本堂年議會將於 4 月 22 日崇拜後召開，請會友

預留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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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餘少量名額，報名請於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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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準備把

會籍轉入本堂的弟兄姊妹，願意報讀這課程，這對教會在考

慮有關申請有很大的幫助。現接受報名；查詢可聯絡李恩全

牧師。 

8. 年度奉獻呼籲︰2017-18 財政年度將於 3 月底完結，鼓勵各

位弟兄姊妹檢視個人奉獻情況，並為此禱告。現時捐獻免稅

額是全年總收入的 35%。 

9. 同工動向︰堂主任李恩全牧師將聯同執事會副主席伍志業弟

兄和李梁玉碧師母於 3 月 15 至 19 日參加新加坡聖約播道會

退修會「Breakthrough Weekend」。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天父上帝，感謝祢，祢揀選我們為祢的子民，歸祢為聖，因

此，我們要尊崇祢的名字，單單以祢為我們的上帝，別無倚

靠。懇求祢赦免我們的愚昧；我們遠離祢，去追尋虛空，卻

不承認這是得罪了祢。願祢施恩憐憫，接納我們真心悔改，

今天將自己的心獻給祢，行在祢的路中。 

2. 福音事工： 

澳門慈愛家庭專注接觸和服務澳門的智障和自閉症兒童及

其家長，慈愛家庭剛於 3 月 4 日開始在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

進會中心舉行聚會，求上帝帥領教會發展，讓更多人參與教

會聚會，認識耶穌。又求主帶領慈愛家庭接班人的安排，因

為現任三位宣教士均需在 2019 年退休。 

3. 關顧代求： 

感謝上帝保守家庭團順利選出新一屆職員會，揀選一眾職員，

包括盧惠珍姊妹（團長）、陳振華弟兄（副團長）、              

潘周淑賢姊妹（司庫）、潘鏡權弟兄（康樂及關顧）、        

鄧蔡詠詩姊妹（文書及組長）；以及小組組長，包括陳素艷姊妹、

譚月好姊妹、梁偉嫺姊妹、朱麗霞姊妹及鄧慶良弟兄，求上

帝堅立他們，忠心事主，榮神益人，引領眾人在基督裡成長。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3 月 11 日） 
預苦期第四主日 

下主日—（3 月 18 日） 
預苦期第五主日 

主席 陳為建弟兄 張忠傑弟兄 

講員 李恩全牧師 羅曉彤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張忠傑弟兄 李細妹姊妹 

司琴 葉金枝姊妹 鄧卓敏姊妹 

音響 郭以樂弟兄 麥敖晴姊妹 

簡報 陳心悅姊妹 李蓮玉姊妹 

插花 周淑賢姊妹 陳秀英姊妹 

司事 
黃瑋研弟兄、杜穎嫻姊妹 

陳素艷姊妹、吳銀屏姊妹 

蔡詩詠姊妹、鄧國慶弟兄 

鄧溢朗弟兄、薜海英姊妹 

接待 鄧慶良弟兄、李細妹姊妹 盧惠珍姊妹、陳為建弟兄 

兒童崇拜 

林鳳玲姊妹、高君倩姊妹 

潘詩詠姊妹、嚴佩君姊妹 

鄧溢朗弟兄、鄭家樂弟兄 

陳璟曦弟兄、卡碧敏姊妹 

陳思敏姊妹、林梓德弟兄 

葉崇恩姊妹、陳照明姊妹 

朱嘉誠弟兄、陳靜琳姊妹 

嚴佩君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3月 3日 Jesus’ Teens： 

22 人（青少年人：7 人） 主日崇拜：160 人 兒童崇拜︰17 人 

上週崇拜總出席人數： 199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9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88,842.80 25,500.00 300.00 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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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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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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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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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

的事。】 
啟示錄 2 章 4-5 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