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3年 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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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芬姑娘 

見習傳道：陸志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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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幹事（部分時間）: 鄧慶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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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賢姊妹 

讚美敬拜 感恩歌 陳為建弟兄 

 耶和華以勒  

 活出愛  

聆聽上帝的話   

讀經 
可 7:1–5、14–23 

（新漢語譯本） 
 

講道 新的開始：從心出發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如鹿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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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賢姊妹 

經訓 來 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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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章 1–5、14–23節（新漢語譯本） 

1 法利賽人和一些從耶路撒冷來的律法教師，到耶穌那裏聚集。 

2 他們看見耶穌的一些門徒用不潔淨的手—就是沒有洗過的手

—吃飯。 

3 原來法利賽人和所有的猶太人都固守古人的傳統，若不仔細

洗手，就不吃東西；  

4 從集市回來，若不清洗，也不吃東西。他們還有許多傳承下

來要固守的規條，比如洗杯子、罐子、銅器，甚至牀等等。 

5 法利賽人和律法教師問耶穌：「你的門徒為甚麼不遵守古人

的傳統，用不潔淨的手吃飯呢？」 

 

14 耶穌叫羣眾來，對他們說：「你們全都要聽我的話，也要領

悟。 

15 從外面進入人裏面的東西，不能使人污穢；從人裏面出來的

東西，才使人污穢。」 

17 耶穌離開羣眾，進了屋子，門徒就問他這個比喻的意思。 

18 耶穌說：「連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嗎？難道你們不知道，凡

是從外面進入人裏面的東西是不能使人污穢的？ 

19 因為這些東西不是進入人心，而是吞進肚裏，又排泄到廁所

去。」（耶穌這樣說，就潔淨了一切的食物。） 

20 他又說：「從人裏面出來的東西，才使人污穢。 

21 因為從裏面，從人心裏發出的，有種種惡念：淫亂、偷盜、

兇殺、 

22 通姦、貪婪、邪惡、詭詐、放蕩、嫉妒、毀謗、傲慢、愚妄。 

23 這一切的邪惡都是從裏面出來的，並且使人污穢。」 



聽主道筆記：2023年 1月 1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講道經文：馬可福音 7章 1–5、14–23節 

講題：新的開始：從心出發 

 

引言 

宗教領袖竭力持守保持潔淨的傳統與律法 

除去污穢：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不同文化、不同年代） 

 

 

A. 內心的污穢 

 

 

 

 

 

B.  徒然的清洗 

 

 

 

 

 



C. 潔白的義袍 

 

 

 

 

 

 

總結 

熱心宗教、服務社會、公眾形象、教會事工  

➔ 外在功夫，不能解決內心問題 

 

新的開始：從心出發！ 

 

 

 

 

 

反省和應用 

請寫下你 2023年的第一篇禱文，呈獻給那為你流盡寶血的

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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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泰天地：2023 年首次聚會將在本周五（1 月 6 日）晚上
8:00 在教會舉行，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親友和街坊出席，
分享從上而來的福氣，新的一年繼續 B.L.E.S.S.*。 

3. 聖誕佳音嘉年華：上主日（12 月 25 日）下午舉行的 聖誕佳
音嘉年華，共有 68位街坊親友出席，其中 28位來自 22個家
庭的參加者首次參與屯福聚會；共 5 人決志信主，10 人表示
希望教會繼續聯絡他們，並願意認識耶穌更多；共有 52位弟
兄姊妹參與服侍。 

4. 服侍嶺南大學內地學生：播道會恩福堂、播道會屯門福音堂

及嶺南大學合辦「廣東話班」，現正招募廣東話導師教導在
港留學的內地生廣東話，並透過生命見證，讓同學認識上帝；
有意者，請盡快聯絡傳道同工陳慧芬姑娘。 

5. 兒童發展基金招募友師：友好機構 CityLab 幸福實驗室正招
募兒童發展基金友師，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同行，查詢
詳情或有意報名，請聯絡幹事陳高君倩姊妹。 

6. 張忠傑弟兄分享：張忠傑弟兄將參與中國宣道神學院學生使
命團在 1–4月舉辦的｢短期宣教｣，鼓勵弟兄姊妹代禱和按感
動奉獻支持；詳情，請參附夾程序表內的分享和代禱信。 

7. 農曆年初一主日崇拜及團拜：教會於 1月 22日（年初一）只
舉行早堂崇拜，會友部於崇拜後舉行團拜，請弟兄姊妹預留
時間參與。 

 

***Begin with prayer 禱告 

Listen to a friend 聆聽 

Eat with a friend 聚餐 

Serve a friend 服侍 

Share your story 分享 



Flight into Egypt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太 2:14） 

聖誕後第一主日讀經經文 

詩歌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148 賽 63:7–9 來 2:10–18 太 2:13–23 

 

 

 

 

教會防疫措施： 
a. 弟兄姊妹若確診，請留在家中參與網上聚會； 
b. 請在教會內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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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幹事陳美春姊妹（may@efcc-tmc.org），
或致電教會（2452 6988），以便記錄及跟進。 

mailto:may@efcc-tmc.org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親愛救主耶穌基督，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於祢。祢為我們的

信心創始成終，祢親自降下凡塵，讓我們本是驕傲的人得着

信心，認識祢是創造主，我們看見自己內心的的污穢，今天

竟然得蒙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我們的罪獻上挽回祭。感謝

祢，帶領我們平安進入新的一年，祢的愛激勵了我們，願意

更緊緊跟隨祢，讓祢潔淨我們的心，每天經歷祢新的恩典。 

2. 福音事工： 

感恩上帝帥領上周舉行的平安夜感恩聚餐、JT聖誕聚會和聖誕佳

音嘉年華，願主堅固決心相信耶穌的肢體，生命成長，專一愛主，

並保守教會跟進主所賜下的福音種籽，引領慕道的街坊親友們，

早日明白真道；又願主賜福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繼續跟隨耶穌，

作主忠心門徒。 

3. 關顧代求： 

a. 感恩上帝帥領張忠傑弟兄在神學院學習和在教會實習，願

主繼續陶造他成為合乎主用的神國工人，又願主保守他將

前往「創啟地區」參與短宣事奉，分享耶穌的福音和大愛。 

b. 教會不少肢體確診新冠肺炎，願主保守染病的弟兄姊妹順

利康復，靠主得平安和喜樂，又願主激勵我們相愛的心，

關顧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在人看來的苦難和限制中，顯出

耶穌的大能和大愛，活出真門徒生命。 
 
 



祈禱會、團契及小組聚會時間表 

團契／組別 聚會日期* 時間 下次聚會日期 聚會對象 

月禱會 
逢第三個 

星期五 
晚上 8:00 1月 20日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逢星期六 下午 3:00 1月 7日 中學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上午 9:30 1月 1日 幼兒及小學生 

Youth 

For Christ 

逢第二及 

第四個星期五 
晚上 8:00 1月 13日 

大專／ 

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逢星期六 下午 5:45 1月 7日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逢第三個 

星期六 
下午 6:00 1月 21日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逢第三個 

主日 
下午 2:00 1月 15日 

在職／ 

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逢第四個 

主日 
下午 1:30 1月 22日 

成年／ 

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逢第一個 

星期五 
晚上 8:00 1月 6日 

家庭／ 

街坊 

生命成長 

查經小組 

逢星期三 

（每月首星期除外） 
上午 10:30 1月 11日 本堂肢體 

*因應疫情，聚會安排可能隨時更新，請留意最新公佈。 

本週經訓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

藉着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他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

罕的後裔。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

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他

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希伯來書 2 章 14–1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