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0年 8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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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 

序樂  眾 立 

禱告  容智仁先生 

讚美敬拜 祢是榮耀君王 陳為建弟兄 

 怎能如此  

 我心充滿讚美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可 10:46–52（新約 63頁） 會 眾 

講道 同來共舞—「跳起來」的信心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盡心盡性讚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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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智仁先生 

經訓 太 16: 24–26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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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ying the cross of Christ 背起基督的十架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105: 1-6,  

13 – 26, 45下 

出 3:1–15 羅 12:9–21 太 16: 21–28 



講道經文：馬可福音 10章 46–52節 

46 到了耶利哥，耶穌同門徒並許多人出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

討飯的瞎子，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坐在路旁。  

47 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就喊着說：「大衞的子孫耶穌啊，可

憐我吧！」 

48 有許多人責備他，不許他做聲。他卻越發大聲喊着說：「大衞

的子孫哪，可憐我吧！」 

49 耶穌就站住，說：「叫過他來。」他們就叫那瞎子，對他說：

「放心！起來，他叫你啦。」  

50 瞎子就丟下衣服，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裏。 

51 耶穌說：「要我為你做甚麼？」瞎子說：「拉波尼，我要能看

見！」 

52 耶穌說：「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見了，就

在路上跟隨耶穌。 

  



聽主道筆記︰2020年 8月 30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同來共舞—「跳起來」的信心 

 

引言： 

- 相比另外三本福音書，馬可福音有什麼獨特之處？ 

- 何謂「福音」？ 

- 回應「福音」的信心三部曲。 

 

A. 呼求耶穌絕處逢生 

 

 

 

 

 

 

B. 奔向耶穌信心跳躍 

 

 

 

 

 



C. 凝視耶穌與主共舞 

 

 

 

 

 

 

 

總結： 

“Start by doing what's necessary; then do what's possible; and 

suddenly you are doing the impossible.” (Francis of Assisi) 

「做好該做的，然後去做可以做到嘅，喺你不為意間，原先以為

自己做唔到嘅事情，竟然做到。」（阿思思方濟各） 

 

 

 

 

深入反省問題： 

1. 主耶穌知道你的處境有幾困難，但你是否知道，就在此刻，

你該做的是什麼？可以做到的是什麼？ 

 

2. 你需要有什麼改變，讓自己專注，凝視耶穌？ 

 

  



家事分享 

1. 網上崇拜直播：因教會網絡出現故障，上主日網上崇拜直播
中斷數次，感恩弟兄姊妹體諒和忍耐，不單沒有離開直播，
還於崇拜後重溫影片；同時感謝教會設施組的弟兄努力跟進
情況，並即時於本周提升設置，以改善情況。 

2. 下主日（9月 6日）聖餐安排：下周主日崇拜維持網上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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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可於辦公時間到教會取聖餐套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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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星期六 KFC：開學了！為關心小朋友即將開學的適應及需要，
星期六 KFC 網上聚會將繼續於 9 月份每個星期六早上 10：
30-11：30 舉行，除歡迎小學生參加外，9 月開始更特設小一
或以下的組別給小朋友參加，如有查詢，請聯絡陳紹銘傳道。 

4. 「JT 陪你 Zoom」：感恩「JT 陪你 Zoom」已於 8月 22 日順
利舉行，共有 10 名青少年和 12 名事奉人員參與，各人均投
入聚會中。求主賜熱心及智慧予各組導師及組長，在疫情期
間，繼續以不同形式關心及聯繫青少年人，一同在跟隨主的
路上互勉。 

5. 「IDMC 2020 HK–重新起步」：– 

a. 原定於 2020年 11月 27–28日舉行的「IDMC 2020 HK–
重新起步」將延期至 2021 年 11月 26–27 日，已購票者
不需再報名，亦不需支付任何額外費用，即可參與 2021

年舉行的銳意門訓大會。 

b. 已購「IDMC 2020 HK–重新起步」門票者可免費參與本
年銳意門訓網上聚會，詳情如下： 

 主題︰事工成敗重新定義–Re-Defining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日期︰2020 年 11月 26至 28 日（星期四至六） 

 時間︰11 月 26 日晚上、27 日整天、28 日上午 

 其他詳情將透過電郵、播道會總會網頁及 IDMC HK 

Facebook 專頁公佈 



6. 水禮暨兒童按手禮：2020 年水禮將於 10 月 11日（主日）下
午 2:30舉行，當日也將同時舉行兒童按手禮。若有家長希望
讓子女接受按手禮，請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索取「孩童
按手禮申請表」；截止報名日期為下主日（9月 6日）；查詢，
請聯絡李恩全牧師。 

7. 因應「限聚令」，教會實體聚會暫停，安排如下：– 

a. 本主日及下主日（8 月 30日及 9月 6日）： 

 暫停早禱會、實體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 

 改為在早堂時段（上午 9:30）網上直播崇拜
https://www.facebook.com/EFCCTuenMunChurch/； 

 午堂崇拜（上午 11:30）暫停； 

b. 團契、小組及 Jesus’ Teens 實體聚會暫停； 

c. 教會維持開放，弟兄姊妹可聯絡傳道同工。 

 

若弟兄姊妹需要回教會，請留意和遵守以下防疫措施： 

a. 若弟兄姊妹由國內或外地回港，或最近 14 天內曾與確診者有
密切接觸，或與剛回港親友有緊密接觸，請不要回到教會； 

b. 進入教會前要量體温及清潔／消毒雙手； 

c. 在教會內必須佩戴口罩； 

d. 請勿在教會內聚集進食； 

e. 若有發燒、流感等病徵，請留家休息，並盡快求醫。 

 

 

 

奉獻方法： 

a. 支  票：抬頭「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屯門福音堂」 

b. 銀行入數：匯豐戶口 542-0-011974 

請將入數紀錄電郵給教會（ tmc@efcc-tmc.org），或致電教會

（24526988），以便記錄及跟進。 

 

mailto:tmc@efcc-tmc.org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親愛主耶穌，感謝祢的厚愛，在我們未曾認識祢之先，祢已

經認識我們，並且擺上祢的生命，毫無保留地愛我們。今天，

祢再次施恩憐憫，親自呼叫我們的名字，叫我們放下自己短

暫的生命，全心全意跟隨祢，盡心盡力服事祢，叫我們大開

眼界，看見從上帝而來真正的生命，是精彩絕倫，極其豐盛，

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主阿，憑祢給我們的信心，懇求祢，

使我們清楚看見祢。 

2. 福音事工： 

福音廣播機構遠東廣播在疫情下竭力維持如常廣播，在收聽

數字和回應方面，也有顯著的增加；數以千計的「良友聖經

學院」學員在艱困環境下繼續努力學習神的話；願上帝使用

遠東廣播的節目和信息，使更多收聽的人得著救恩和盼望，

並願上帝保守作為教會傳道和領袖的「良友聖經學院」學員，

得著上帝所賜的信心，專心依靠上帝供應，並堅守上帝所賜

的召命，忠於主的話來傳道和牧養。 

3. 關顧代求： 

感恩上帝帶領各屯福小組，向銳意作主門徒目標邁進；願主

保守「TG–F1」組員在疫情和其他挑戰下，能靠主站穩，與

弟兄姊妹一同見證主的恩典和真實。 

  



祈禱會、團契及小組聚會時間表 

團契／組別 聚會日期* 時間 下次聚會安排 聚會對象 

月禱會 
9月 18日 

星期五 
晚上 8:00 待定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上午 8:30-9:00 暫停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逢星期六 按各小組安排 網上 高小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上午 9:30 暫停 幼兒及小學生 

Youth 

For Christ 

8月 28日 

星期五 
晚上 8:00 網上 大專／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9月 12日 

星期六 
下午 5:45 網上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9月 19日 

星期六 
下午 6:00 網上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9月 20日 

主日 
下午 2:00 網上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逢第四個 

主日 
下午 1:15 

月會暫停 

個別小組網上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逢第一個 

星期五 
晚上 7:30 暫停 家庭／街坊 

生命成長 

查經小組 
逢星期三 按各小組安排 網上 本堂肢體 

*因應疫情，實體聚會暫停，請留意最新公佈。 

 

本週經訓︰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

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

呢？】 馬太福音 16章 24–26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