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0年 4月 5日 

早堂：上午九時三十分 

午堂：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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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羅曉彤傳道 

讚美敬拜 三一來臨 張忠傑弟兄 

 擁戴耶穌為王  

 十字架是我的榮耀（十字架）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可 4:26 – 34（新約 52頁） 會 眾 

講道 盼望的緣由 羅曉彤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願祢國度降臨 會 眾 

奉獻  會 眾 

慶賀主的聖餐   

聖餐  李恩全牧師 

讚頌 讚美一神 會 眾 

家事分享  李恩全牧師 

公禱  羅曉彤傳道 

經訓 詩 31: 9、14、16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 



聽主道筆記︰2020年 4月 5日 講員︰羅曉彤傳道 

盼望的緣由 馬可福音 4章 26 – 34節 

經文：馬可福音 4章 26–34節 

26 又說：「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 

27 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
如何這樣。 

28 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
成飽滿的子粒。 

29 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 

30 又說﹕「神的國，我們可用甚麼比較呢？可用甚麼比喻
表明呢？ 

31 好像一粒芥菜種，種在地裏的時候，雖比地上的百種都
小， 

32 但種上以後，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大，又長出大枝
來，甚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它的蔭下。」 

33 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照他們所能聽的，對他們講道。 

34 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講，沒有人的時候，就把一切
的道講給門徒聽。 

 

引言：困在當下及過去的目光 

 

一、上文 

 

 

 

 

 



二、種子長大的比喻：在乎神 

 

 

 

 

三、芥菜種的比喻：超乎想像 

 

 

 

 

四、眼前的現實與將來神國降臨之間的張力 

 

 

 

 

五、活在神的治權下 

 

 

 

 

結語：明媚的神國 

 

 

 



家事分享 

1. 聖餐安排：聖餐為記念耶穌為我們受死，教會本著這原則，

暫時讓弟兄姊妹於聖餐主日在家中，與在彩暉會址的同工同

步進行聖餐；弟兄姊妹可按教會指引，在家中領聖餐餅和杯。

查詢請聯絡傳道同工。 

2. 教會辦公室如常運作：教會一方面響應政府減少人流的呼籲，

暫停實體聚會，一方面保持辦公室如常運作，弟兄姊妹若有

需要，可聯絡同工。 

3. 受苦節崇拜：實體聚會暫停至 4月 11日，受苦節崇拜將如期

在 4月 10日（星期五）晚上 8:00 - 9:30，以網上崇拜形式進

行（https://www.facebook.com/EFCCTuenMunChurch）。 

4. 復活節崇拜：耶穌呼召我們與祂同死同活，教會將於 4 月 12

日（主日）早上 9:30 及早上 11:30 舉行復活節崇拜，讓弟兄

姊妹反省作門徒的代價。因應疫情，請留意教會最新公佈。 

5. 教會年議會：本堂年議會將於 4月 26日（主日）下午 1 時於

大禮堂召開，簡短會議將維持約 20 分鐘，有關議程可參考年

議會通知信，請會友預留時間出席，並留意教會最新公佈。 

6. 「豐盛生命」行動：鑑於大部份聚會暫停，教會積極以其他

方式與弟兄姊妹保持連繫，鼓勵活出豐盛生命，安排如下： 

a. 致電關心及代禱：以直接溝通方式，了解弟兄姊妹及街坊

的需要，並為他們代禱； 

b. 分享物資：聯絡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及街坊，分享教會現存

的物資； 

c. 感恩奉獻：回應上帝應許豐盛生命，學習操練感恩奉獻。

會眾可將獻金存入教會銀行戶口（匯豐 542-0-011974），

並於入數後，將入數紀錄電郵給教會（tmc@efcc-tmc.org），

或致電教會（24526988），以便教會記錄及跟進。 

有感動的弟兄姊妹，可聯絡教會，參與以上行動。 

https://www.facebook.com/EFCCTuenMunChurch


7. 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 月 11 日（主日）舉行，願意接受水禮

的弟兄姊妹必需出席簡介會；簡介會將延後至 5 月 3 日(主日)

午堂崇拜後舉行，約 30 分鐘，另八堂「基要信仰課程」之上

課時間則容後公佈；而準備申請把會籍轉入本堂的弟兄姊妹，

若報讀這課程，有助教會考慮有關申請。現在仍然接受報名；

查詢可聯絡李恩全牧師。 

8. 事奉一覽表：5至 6月事奉一覽表已上載至教會網頁，請有關

弟兄姊妹查閱，查詢請聯絡事工幹事陳高君倩姊妹。 

 

 

 

Capture of Christ；基督被捉拿 
 

預苦期第六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31: 9 – 16 賽 50:4 – 9上 腓 2:5 – 11 太 26:14 – 27:66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親愛主耶穌，懇求祢憐恤我們，因為在持續的疫情中，我們

身心不得安寧。令人氣餒的消息，使我們對祢的信心面臨重

大考驗。但我們仍舊倚靠祢，要尊祢為我們的神，讓祢掌管

我們的一切，拯救我們脫離各種危險，一心尋求祢的臉。 

2. 福音事工： 

矢志向東亞高原族群傳福音的笑鶚宣教士，現正在港述職，

同時修讀兩個研究生課程，希望更了解高原族群的信仰和習

俗；她感恩可以在疫情持續期間，留港陪伴年長的媽媽。願

上帝保守她可以按計劃在夏天回到東亞高原，繼續福音工作，

完成主的托負。 

3. 關顧代求： 

剛完成割除癌症腫瘤手術的鍾翠嫻傳道已開始化療和標靶治

療，差不多每天也要到醫院注射化療藥物和標靶藥物，治療

期間，可能出現不同的副作用；願主賜下信心給鍾傳道，保

守她全心倚靠上帝供應，靠主身、心、靈大得平安，並賜下

信心給家人，看見主在鍾傳道身上彰顯的美意和恩典。 

  



上周崇拜記錄 
Jesus’Teens、 

午堂崇拜及兒童崇拜 

暫停 

主日崇拜：早堂維持網上崇拜 

（截止 3月 29日凌晨， 

網上崇拜影片點擊超過 300次）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8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168,200.00 4,000.00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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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0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8:30-9:00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3:00-5:30 

（崇拜 3:30） 
高小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9:30 幼兒及小學生 

Youth 

For Christ** 

4 月 24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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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8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待定 本堂 上午 10: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4 月 26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5 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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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次月禱會為受苦節崇拜暨月禱會，平常月禱會每月第三個星期五。 

**因應疫情，聚會時間可能有改動，敬請留意最新公佈。 

 
 
本週經訓︰ 
【耶和華啊，求你憐恤我，因為我在急難之中。我的眼睛因
憂愁而乾癟，連我的身心也不安舒。……耶和華啊，我仍
舊倚靠你，我說：「你是我的神！」……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
人，憑你的慈愛拯救我。】  

詩篇 31 篇 9、14、16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