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7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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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真神在聖殿中 張忠傑弟兄 

 世界之光  

 求呼召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詩 37: 1 - 7(舊約 683頁) 會 眾 

講道 在讚頌中等候上帝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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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37: 3 - 5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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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 Forth the Honour of His Name 歌頌上帝之榮耀 

 

聖靈降臨後第四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30 王下 5:1 – 14 加 6:1 – 16 
路 10:1 – 11, 16 – 

20 

 
 



 
聽主道筆記︰2019年 7月 7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在讚頌中等候上帝 詩篇 37篇 1 – 7節 

引言 

不要「心懷不平」，只管遵從上帝的命令： 

倚靠、欣喜、交託、靜候。 

 

A. 倚靠（37:3） 

 

 

 

 

 

 

 

B. 欣喜（37:4） 

 

 

 

 

 

 

 

 

 

 



C. 交託（37:5） 

 

 

 

 

 

 

 

 

 

 

D. 靜候（37:7） 

 

 

 

 

 

總結 

上帝已經發出命令，禁止「心懷不平」。 

切實執行上帝命令：倚靠上帝的信實、以上帝為樂、交託

全能上帝、在讚頌中等候上帝。 



家事分享 

1. 歡迎首次出席本堂崇拜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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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福小組：屯福堂以銳意建立門徒為教會首要目標，透過屯

福小組，培育肢體真摯分享文化，立志活出門徒生命。誠邀每

一位弟兄姊妹加入屯福小組，向銳意作主門徒目標邁進。鼓

勵弟兄姊妹於下主日（7月 14 日）或之前到服務台簽名。    7

月 14日後，可個別向傳道同工報名。 

3. 警醒、靜修、職場門徒 2019：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操練，到主

面前，讓生命改變：— 

a. 子夜警醒祈禱會：超過 70 位弟兄姊妹參與祈禱會，學習

專心仰望上帝，與主相遇，改變自己。 

b. 十月靜修營：留出心靈空間，銳意聆聽上帝。9月29日（主日）、

9月 30日（星期一）及 10 月 1日（星期二公眾假期），於

長洲聖公會靜修院舉行靜修營，30位名額已經額滿，若有

弟兄姊妹希望報名後補位，請到服務台簽名。 

c. 銳意門訓 2019職場門徒-國度反擊戰！（IDMC HK 2019）：

讓我們以上帝的真理，因著耶穌基督，為在職場作主門徒，

重新定位。銳意門訓研討會 2019將於 11月 29日（星期五）

及 30 日（星期六）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主題為

「職場門徒-國度反擊戰！」，屯福堂資助名額共 70 位（大

會已售出逾 3,900 張門票），現有 51 位弟兄姊妹已報名。 

4. 靜修營／銳意門訓（IDMC HK 2019）收費優惠：為鼓勵弟兄

姊妹參加，收費折扣如下：— 

a. 十月靜修營：原價$800，現收$400 

b. 銳意門訓研討會 IDMC HK 2019：原價$450，現收$250 



5. Jesus' Teens 夏令營：Jesus’ Teens 將於 8 月 6日–8 日假粉嶺 

浸會園舉行夏令營，對象為中學生（包括升中一的同學），費

用每位$80，若出席所有活動，包括 8月 3日營前會及 8月 10日

重聚日，可獲退款$50。報名及查詢，請聯絡陳紹銘傳道或   

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6. 「夢．工．呈」購堂還款認獻 2019：為回應上帝要屯福堂向

街坊傳福音的召命，教會於 2011年開展擴堂計劃，並於 2013年

5 月啟用新堂。除了每月$48,361 按揭還款外，教會在 2019 年度

定下購堂還款認獻目標 $ 60 萬，全數用作償還到期之免息貸

款。收回有關認獻回應表截止日期為 7月 31 日。最新奉獻情

況，請參閱「附錄」。 

7. 差傳奉獻：2019 年度差傳奉獻目標為$33,000，支持對象及預

算情況如下：－ 

a. 本年度支持對象分別為星月宣教士、何顯亮姑娘（法國圖

盧茲）及笑鶚宣教士，奉獻額各為$11,000。有關詳情，可

參閱服務台差傳資料。 

b. 因官志達牧師正轉移往新事奉工場，仍有待了解當中狀況，

故其相關奉獻不置於本年差傳奉獻項目中。若弟兄姊妹欲

繼續支持官牧師的宣教工作，可透過教會將奉獻轉交給世

界福音動員會（OM）。 

c. 因董彩萍姑娘將退休，離任澳門工場，並無相關奉獻項目。 

鼓勵弟兄姊妹憑信心，按感動以代禱及奉獻回應上帝。奉獻

時，請於奉獻封封面「差傳奉獻」一項上填妥奉獻額。 

8. 2019 飛 Book 短宣：屯福三位年青人鄧溢朗弟兄、陳裕廷弟兄

及朱卓琳姊妹回應耶穌的召命，將聯同陳紹銘傳道參與「飛

BOOK 特工隊」2019 泰北短宣，於 7 月 19 至 26日，前往泰

北清邁芳縣為主作見證，讓基督轉化生命，以生命轉化世界；

教會今天主日崇拜中收取特別奉獻，呼籲屯福會眾以代禱及

奉獻支持（認獻目標：$24,000）。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天父上帝，祢是那位創造大地並使大地成形、穩固的上帝。
感謝祢，我們本是如野草般，很快便要被割下，但因著祢的
大愛，竟然讓我們可以全然依靠祢，面對不義的情況，仍然
以祢為樂。我們決意遵從祢的命令，以祢的信實為糧，默然
倚靠祢，耐性等候祢。 

2. 福音事工： 

感謝主呼召本堂三位年青人鄧溢朗弟兄、陳裕廷弟兄及    

朱卓琳姊妹，委身「飛 BOOK 泰北短宣」，擺上時間及心力，
為主得著生命。願主差遣他們，幫助他們每天親近主，在訓
練課程中裝備自己，並以敬畏上帝的生命，活出見證，得著
能力引領更多人到耶穌面前。 

3. 關顧代求： 

a. 2019中學文憑試將於本周三（7月 10 日）放榜，本堂
的金澤暉、羅海珊及劉倩妤為今年的考生，願主堅固他
們的信心，學習全然倚靠上帝，身心靈得著平安。 

b. 中一派位結果將於本周二（7 月 9 日）公佈，本堂的     

王天恩、黃穎琳、陳靜琳及羅苑眙將於九月升讀中一，
求主幫助他們適應中學生活，竭力以耶穌為榜樣，過上
帝所喜悅的生活。 

 

 

附錄︰「夢．工．呈」2019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萬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19,600.00 

已收奉獻 $137,000.00 

總額 $156,600.00 

 



上周崇拜記錄 6月 29日 Jesus’ Teens 

18人（青少年人：4人） 主日崇拜：172人 兒童崇拜︰22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212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3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21,954.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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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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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30 

（崇拜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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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勒團契 
7月 12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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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0 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8月 4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2:0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7月 7日 

星期日 
本堂 下午 1:15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8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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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經訓︰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又

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當將你的

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詩篇 37篇 3 -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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