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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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幹事（部分時間）: 陳高君倩姊妹 

財務幹事（部分時間）: 陳陳美春姊妹 

 

 

 

香港新界屯門彩暉花園七至八號地舖  

 電話：(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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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曉彤傳道 

讚美敬拜 普天頌讚 陳君漢弟兄 

 奇妙十架  

 因祂活著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家 庭 團 

屯福小組 * 

講道 羅 5:12、6:1-14節 (新約 214頁) 

復活：與基督同死共生 

羅曉彤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靠著耶穌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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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志業弟兄 

經訓 羅 6:4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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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en Christ 已復活的基督 

復活主日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118:1 – 2, 14 

– 24 
賽 65:17 – 25 林前 15:19 – 26 路 24:1 – 12 

*鄧慶良弟兄 *盧惠珍姊妹 *劉丹弟兄 *陳傑貞姊妹 

 



聽主道筆記︰2019年 4月 21 日 講員︰羅曉彤傳道 

復活：與基督同死共生 羅馬書 5章 12節、6章 1 - 14節 

 

引言 

 

 

一、死亡的真相：與神隔絕 

 

 

 

二、救贖的恩典從耶穌基督而來 

 

 

 

三、與耶穌基督同死共生 

 

 

 

四、新生命：只有一個的效忠 

 

 

 

總結 

 

 

 

 



家事分享 

1. 歡迎第一次出席本堂崇拜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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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4 日（本星期三）  
晚上 8:00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3. 「夢．工．呈」購堂還款認獻 2019：為回應上帝要屯福堂向
街坊傳福音的召命，教會於 2011 年底開展擴堂計劃，並於
2013 年 5 月啟用新堂。除了每月$48,361 按揭還款外，教會
在 2019 年度定下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 萬，全數用作償還到
期之免息貸款。詳情將於下主日（4月 28日）4 月 28 日年議
會公佈。 

4. 教會年議會：本堂年議會將於下主日（4 月 28 日）中午 12:00

至下午 1:30舉行，並選出新一屆任期兩年（2019 - 2021）的
執事，請會友預留時間出席，並歡迎各弟兄姊妹列席，共襄
聖工。 

5. 40周年堂慶崇拜及讚美會： 

a. 40 周年堂慶主日（5 月 5 日）：由屯福堂首位堂主任      

陳富華牧師講道。 

b. 40周年堂慶讚美會（5 月 5日下午 3:30）：陳富華牧師、
戴民牧師等屯福堂前牧者將出席，述說上帝的恩典；顧問
牧師盧炳照牧師亦將出席，以上帝的話作訓勉，播道會總
會總幹事羅錫堅牧師及陳黔開牧師同為主禮嘉賓。屯福堂
肢體務必出席，同心獻上讚美，見証上帝 40年大恩。 

c. 40周年堂慶呈獻主日（5月 12 日）：由屯福堂顧問牧師 盧
炳照牧師講道，帶領會眾同心向上帝呈獻心意。 

6. 堂慶營會： 

a. 教會堂慶營會，將於 5月25至26日（星期六及日）於YWCA

梁紹榮度假村（大嶼山䃟石灣南區）舉行；名額為 160 人，
現接受報名，截止報名日期為下主日（4月 28日）。 



b. 營會每位收費$100，每位營費連交通費約$500，每人差額
為$400，鼓勵弟兄姊妹自由奉獻，並將奉獻直接投入奉獻
箱；若奉獻超出差額（每人$400），並希望獲得收據，請使
用奉獻封，註明就「堂慶營會」奉獻和參與營會家庭人數，
再投入奉獻箱；超過每人$400 的奉獻金額將獲發收據。查
詢可聯絡李家煒弟兄或馮文富傳道。 

7. 堂慶銳意門訓研討會：新加坡聖約播道會堂主任楊桂炎牧師，
應邀主領共兩天銳意門訓研討會「銳意真意，建立門徒」
(Authentic Discipleship Intentional Disciplemaking)，詳情如
下： 

6月 8日 

（星期六） 

14:30 – 

16:00 

第一講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1章 

講題：門徒呈獻的讚頌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eship) 

17:00 – 

18:30 

第二講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2章 

講題：門徒投入的委身 

(The Commitment of Discipleship) 

6月 9日 

（主日） 

10:00 – 

11:30 

(主日崇拜) 

第三講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3章 

講題：門徒面對的挑戰 

(The Challenge in Discipleship) 

12:00 – 

13:30 

第四講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4章 

講題：門徒領受的召命 

(The Call for Discipleship) 

現接受報名，費用全免，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如欲修讀本堂「聖經學院」學分者，須出席研討會全部講道
和另外兩次為時兩小時的導修課（導師：李恩全牧師），並交
約一千字的反思文章，請到服務台簽名報讀。 

8. 喪禮：馮文富傳道的父親馮偉棠弟兄的喪禮，將於九龍殯儀
館 2樓永孝堂舉行，守夜定於 4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6時
至 9時，大殮於翌日上午 11 時舉行。 

9. 同工動向：陳紹銘傳道今天外出講道。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尊祢的名為聖，祢叫耶穌從死裡復活，
祢的國度要降臨，今天我們奉耶穌為王，決意過不一樣的生
活，以全新的身份，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願祢幫助我
們，無論在家庭，職場，教會，或不同社群，都披戴耶穌基
督，讓別人看見真實的上帝。 

2. 福音事工： 

四十年前，政府開拓屯門新市鎮，播道會總會領受上帝賜下
的異象，在屯門開設聚會點「屯門福音堂」，當時領受了宣
教使命的戴民牧師隻身從美國來港，於 1981 年，在港完成
神學裝備，並擔任屯福堂的牧者至 1984 年。戴牧師自此一
直在港澳事奉；戴牧師和戴何瑪利師母將於今年 8 月退休返
美。願上帝使用戴牧師在堂慶讚美會（5 月 5日）中的分享，
帶領會眾數算主恩，將榮耀歸予上帝。 

3. 關顧代求： 

「夢．工．呈」小組被執事會委任，向會眾及其他堂會傳遞
屯福堂傳福音及擴堂異象，成員包括李家煒弟兄（召集人）、
李淑賢姊妹、陳為建弟兄、陳君漢弟兄、梁玉碧姊妹、      

何淑慧姊妹、鄧卓敏姊妹、王培冬姊妹及伍志業弟兄及    

李恩全牧師。小組正密鑼緊鼓籌備新一年「夢．工．呈」各
項安排，求主賜他們智慧及能力，竭力按主心意成就主的事
工，又知道主裡的勞苦不會徒然。 

 

上周崇拜記錄 4月 13日*Jesus’ Teens 

15人（青少年人：4人） 主日崇拜：158 人 兒童崇拜︰19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92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6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50,452.00 

20,100.00 

（包括「夢．工．呈」

奉獻 15,000.00） 

— 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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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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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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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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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5 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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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

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

樣。】  

羅馬書 6 章 4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