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周年堂慶讚美會 

2019年 5月 5日 

下午三時三十分 

 

 

  



 

 

主席︰執事會主席李淑賢姊妹 述說恩典：陳富華牧師 

致詞︰堂主任李恩全牧師 戴民牧師 

賀詞︰總會總幹事羅錫堅牧師 江潤祥弟兄 

訓勉：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 朱麗霞姊妹 

祝福：陳黔開牧師 敬  拜︰屯福敬拜隊 

 

 

序樂  眾立 

 

宣召 ＜詩篇 117篇 1 – 2節＞ 陳紹銘傳道 

1 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 

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  

2 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 

耶和華的誠實存到永遠。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歡迎  李淑賢姊妹 

 

影片分享  眾坐 

 

致詞  李恩全牧師 

   



 

讚頌 ＜全地至高是我主＞ 

（全地至高是我主，1）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 

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 

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 

並賜下寬容饒恕。 

敬拜隊 

致賀詞  羅錫堅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九十週年， 

領受異象， 

於新市鎮屯門植堂， 

美國播道差會宣教士 

陳富華牧師於 1979年到屯門開荒， 

以開設書店和英語班為媒介， 

開始「屯門福音堂」。 

 

述說恩典 開荒 

 

陳富華牧師 

“按某些聖經的算法四十年等於一代。 

屯福堂今年踏入四十年了。 

從我近年的接觸，屯福堂的成長真讓我向神讚美。” 



 

讚頌 ＜獻給我天上的主＞ 

（敬拜者的心，14）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 

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 

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 

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頌讚。 

為祢我獻作活祭。 

讓我永化作活祭。 

 

 

敬拜隊 

述說恩典 植堂 

 

戴民牧師 

“恭賀屯門福音堂四十年跟隨耶穌， 

得神大大的喜悦！” 

 

 

 

 



 

述說恩典 開荒 

 

江潤祥弟兄和朱麗霞姊妹 

從屯福堂在 1979年成立時， 

已開始在屯福堂聚會， 

屯福堂未自立之時， 

二人均為堂委。 

 

 

江潤祥弟兄 

朱麗霞姊妹 

 

讚頌 ＜從心合一＞ 

（讚美之泉 18 - 從心合一，1）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 

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 

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體貼神心意， 

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敬拜隊 



 

訓勉 講題：神的作為 

經文：詩篇 127篇 1 – 5節 

盧炳照牧師 

 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2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 

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 

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 

必叫他安然睡覺。 

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4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 

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5 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 

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 

必不至於羞愧。 

 

 

“四十年前播道總會在偏僻的屯門種下一粒種子， 

四十年後，這種子已長成了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 

屯門堂從零開始，現今已成為許多弟兄姊妹屬靈的家和 

在社區中為主作見證的明亮燈台。 

我為著四十年來每一位屯門堂的教牧同工和執事 

向神衷心獻上感恩， 

你們已在許多弟兄姊妹的生命裡 

留下了主的愛和主的恩典。 

神實在透過你們成就了大事！” 
 



 

回應 ＜從心合一＞ 

（讚美之泉 18 - 從心合一，1）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 

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 

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體貼神心意， 

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敬拜隊 

讚美詩 <讚美一神>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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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陳黔開牧師 

致謝  

 

李淑賢姊妹 

李恩全牧師 

 

報告  符梅芳姊妹 

 

拍照 1. 主禮嘉賓 

2. 同工、執事 

3. 播道會牧者 

4. 來賓 

5. 全體會眾 

 

 



 

請寫下你的感恩與讚美！ 

你可於下列位置書寫，並投入收集箱 

 

 

 

 

 

 

 

 

 

 

 

 

或掃瞄 

 

 

 

 

 

與我們分享你的感恩與讚美！ 
 



 

讚美會事奉人員 
負責執事 ：符梅芳姊妹 
事務統籌 ：葉滿枝姊妹    程序統籌：高君倩姊妹 
詩歌敬拜 ：吳國幀弟兄、余雅群姊妹、張棣華弟兄、何美寶姊妹 

吳嘉慧姊妹、符杏姊妹、陳君漢弟兄、葉金枝姊妹（琴）
麥敖儀姊妹（琴）、林梓德弟兄（鼓） 

接待 ：李淑賢姊妹、伍志業弟兄、張棣華弟兄、何淑慧姊妹 
符梅芳姊妹、李家煒弟兄、李細妹姊妹、張忠傑弟兄 
陳思敏姊妹、江潤祥弟兄、朱麗霞姊妹、葉崇恩姊妹 
陳偉嫺姊妹、潘詩詠姊妹、蕭潔芝姊妹、盧惠珍姊妹 
王培冬姊妹、譚月好姊妹、張頌昇弟兄、朱卓琳姊妹 
黎卓琳姊妹、王天恩姊妹、陳滿滿姊妹、陳力廷弟兄 
陳甘弟兄 

茶會 ：余雅群姊妹、符杏姊妹、莫秀文姊妹、周淑賢姊妹 
王培冬姊妹、伍潔敏姊妹、鄧綺芬姊妹、羅麗芳姊妹 
潘詩詠姊妹、陳美春姊妹、劉芷君姊妹、嚴佩君姊妹 

佈置 ：莫秀文姊妹 攝影：楊順強弟兄 
投影 ：鄧溢朗弟兄 音響：鄭家樂弟兄 

屯福堂四十周年堂慶雙月 

呈獻主日崇拜：5 月 12 日；講員：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 

營會 ：5月 25及 26日 

銳意門訓研討會「銳意真意，建立門徒」：6 月 8及 9日 
講員：新加坡聖約播道會堂主任楊桂炎牧師 

6月 8日 
（星期六） 

 

14:30 – 
16:00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1章 
講題：門徒呈獻的讚頌 

17:00 – 
18:30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2章 
講題：門徒投入的委身 

6月 9日 
（主日） 

10:00 – 
11:30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3章 
講題：門徒面對的挑戰 

12:00 – 
13:30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4章 
講題：門徒領受的召命 

15:00 –  
17:00 

工作坊主題： 
銳意門訓在屯福：兩堂主任對談 
銳意門訓經驗談：30 年？3年？ 
講員：楊桂炎牧師、李恩全牧師 

  



 

 

 

 

 

 

 

 

 

 

播道會屯門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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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幹事（部分時間）：陳陳美春姊妹 

事工幹事（部分時間）：陳高君倩姊妹 

 

 

 

 

 

 

 

 

香港新界屯門彩暉花園七至八號地舖  

 電話：2452 6988 傳真：(852)2458 4573 

 網址：www.efcc-tmc.org 電郵：tmc@efcc-tm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