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0年 4月 26日 

早堂：上午九時三十分（網上直播） 

午堂：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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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後第三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如鹿的心 符梅芳姊妹 

 我要向高山舉目  

 耶穌恩友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可 5:21 – 43（新約 53頁） 會 眾 

講道 信心：把實情全告訴主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我的神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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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全牧師 

經訓 彼前 1:17–19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 



講道經文︰馬可福音 5 章 21 – 43 節 

21 耶穌坐船又渡到那邊去，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他
正在海邊上。 

22 有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來見耶穌，就俯伏在他
腳前， 

23 再三地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
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 

24 耶穌就和他同去，有許多人跟隨擁擠他。 

25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26 在好些醫生手裏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
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 

27 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雜在眾人中間，摸耶穌
的衣裳， 

28 意思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29 於是她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
了。 

30 耶穌頓時心裏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
間轉過來，說：「誰摸我的衣裳？」 

31 門徒對他說：「你看眾人擁擠你，還說『誰摸我』嗎？」 

32 耶穌周圍觀看，要見做這事的女人。 

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
在耶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他。 

34 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災病痊愈了。」 

35 還說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裏來，說：「你的女兒
死了！何必還勞動先生呢？」 

36 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會堂的說：「不要怕，只要信！」 



37 於是帶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同去，不許別
人跟隨他。 

38 他們來到管會堂的家裏，耶穌看見那裏亂嚷，並有人大
大地哭泣哀號， 

39 進到裏面，就對他們說：「為甚麼亂嚷哭泣呢？孩子不是
死了，是睡着了。」 

40 他們就嗤笑耶穌。耶穌把他們都攆出去，就帶着孩子的
父母，和跟隨的人進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41 就拉着孩子的手，對她說：「大利大，古米！」翻出來就
是說：「閨女，我吩咐你起來！」 

42 那閨女立時起來走，他們就大大地驚奇；閨女已經十二
歲了。 

43 耶穌切切地囑咐他們，不要叫人知道這事，又吩咐給她
東西吃。 

聽主道筆記︰2020 年 4 月 26 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講題：信心：把實情全告訴主  

 

引言 

跟隨耶穌，困難重重，卻活出不一樣的生命： 

- 馬可 4:35 – 41 : 驚濤駭浪（浸死？） 

- 馬可 5:1 – 20 ：墳墓群魔（嚇死？） 

- 馬可 5:21 – 43：疾病纏擾（病死？） 

 

芥菜種比喻：上帝出手，你估唔到！（馬可 4:31-32） 

 

人生交叉點：名門望族遇上邊緣基層… 



A. 社會邊緣的婦人（聽見主） 

 

 

 

 

 

B. 有權勢的話事人（看見主） 

 

 

 

 

 

C. 起死回生的「神人」（觸摸主） 

 

 

 

 

 

 

總結 

將實情全告訴耶穌：聖靈大能在我心！ 

 

深入反省問題 

1. 要把「實情」全告訴耶穌。我的「實情」是什麼？ 

2. 我要作出什麼改變，讓我可以與耶穌更親密，免得自己

好像「睚魯」，與耶穌「冇乜兩句」？ 



家事分享 

1. 教會年議會：本堂年議會將於今天（4 月 26 日）下午 1 時於

大禮堂召開，簡短會議將維持約 20 分鐘，請會友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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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實體崇拜及團契聚會至 5 月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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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週末：原於 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進行的同工、執事及屯

福小組組長退修營「突破週末」將延期；同工、執事及組長

將於 4 月 30 日（星期四）進行網上祈禱會。 

4. 5 月 3 日聖餐主日安排：下主日（5 月 3 日）為聖餐主日，將

維持網上崇拜，弟兄姊妹在家中參與網上崇拜時，按牧師帶

領同步領聖餐餅和杯，詳情請參教會 Facebook 專頁中的指引

和示範短片；會眾可於 4 月 28 日至 5 月 1 日（星期二至六）

上午 10:00 至下午 7:00，到教會取聖餐套裝；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為公眾假期，請先電話預約領取時間；會眾亦可自行

預備餅及葡萄汁作聖餐禮用。若有查詢，請聯絡同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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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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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0 分鐘簡介會（舉行日期將延後至

政府「限聚令」完結後，日期容後通知），另八堂「基要信仰

課程」姊妹，李恩全牧師將個別聯絡已報名水禮或轉會的弟

兄姊妹；同時鼓勵仍然考慮報名的肢體，可盡快聯絡李恩全

牧師報名。 

7. 堂慶主日：5月 10日為堂慶主日，不論當日崇拜為實體崇拜，

還是網上崇拜，本堂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將蒞臨講道；若當

天進行實體崇拜，將設堂慶呈獻環節，由盧牧師帶領弟兄姊

妹向上帝呈獻心意。 

8. 明道社新約經卷研讀班：明道社與香港靈糧堂合辦的新約經

卷研讀班（五）將如期於 7 月 2 日至 8 月 27 日，逢星期四（8

月 6 日除外）晚上 7:30-9:30 在香港靈糧堂進行實體講學，費

用由$800 減至全免作感恩回饋；明道社陳鴻社長表示暫不考

慮直播，因感香港人近日對著電腦已經太長時間了；報名及

詳請，請瀏覽明道社網站（http://www.mingdaopress.org/）。 

 

Supper at Emmaus；在以馬忤斯的晚餐 
9.  

復活後第三週 讀經經文 

詩篇 使徒行傳 書信 福音書 

詩 116:1 – 4, 

12 – 19 

徒 2:14 上, 

36 – 41 
彼前 1:17 – 23 路 24:13 – 35 

http://www.mingdaopress.org/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親愛主耶穌，祢愛每一個願意尋求祢的人。我們內心的呼求，

祢都知道，並且以祢的手觸摸我們，使我們從死亡中活過來。

我們願意立志，全心全意愛祢，敬畏祢，因為祢是我們生命

的唯一源頭，是我們的一切。祢的愛，激勵我們銳意過不一

樣的生活，不效法世界憑著金銀等能壞的價值觀，乃單憑基

督的寶血。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帥領今天下午舉行的年議會，賜眾執事同工勇氣、智

慧與信心，在可能持續的「新常態」下，帶領會眾同心建立

屯福堂成為一間造就真門徒的教會。 

3. 關顧代求： 

願上帝堅立參加 4 月 30 日網上祈禱會的同工、執事及屯福小

組組長因著與主相遇，突破外在的環境限制和內在生命的枷

鎖，得著耶穌所賜的釋放，領受主的召命，與眾屯福肢體向

著銳意門訓教會的目標邁進；參與的弟兄姊妹包括： 

執    事：李淑賢姊妹、李家煒弟兄、張棣華弟兄、 

李細妹姊妹 

執事兼組長：伍志業弟兄、符梅芳姊妹 

組    長：楊順強弟兄、陳振華弟兄、洪麗芳姊妹、 

蕭潔芝姊妹、王培冬姊妹 

副組長及其他：鄧美儀姊妹、梁玉碧姊妹 

同    工：李恩全牧師、馮文富傳道、陳紹銘傳道、 

羅曉彤傳道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4 月 26 日） 

復活後第三主日 

下主日—（5 月 3 日） 

聖餐主日 

主席 符梅芳姊妹 吳國幀弟兄 

講員 
李恩全牧師 羅曉彤傳道 

公禱 

司琴 麥敖儀姊妹 葉金枝姊妹 

音響 羅曉彤傳道 陳紹銘傳道 

簡報 高君倩姊妹 高君倩姊妹 

插花 —* —* 

聖餐襄禮 —* 陳紹銘傳道 

聖餐協助 —* 葉滿枝姊妹 

司事 —* —* 

接待 —* —* 

兒童崇拜 —*
 —* 

*因應疫情和網上崇拜安排，部份司職暫停； 
請留意教會持續公布有關崇拜和司職的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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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9 日凌晨， 

網上崇拜影片點擊超過 454 次）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5 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39,350.00 1,900.00 —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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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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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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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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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4 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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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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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當
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們得贖、脫
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着能壞的金銀等物，
乃是憑着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得前書 1 章 17–19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