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7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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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羅曉彤傳道 

讚美敬拜 祢是王 陳為建弟兄 

 成為我異象  

 每一天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詩篇 10篇 (和修本) 會 眾 

講道 仰望公義審判者 羅曉彤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伸冤在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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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煒弟兄 

經訓 詩 85: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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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ea Takes Gomer to Be His Wife 

何西亞娶歌篾為妻 

 

聖靈降臨後第七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85 何 1 : 2 – 10 西 2 : 6 – 15 路 11 : 1 – 13 



聽主道筆記︰2019年 7月 28日 講員︰羅曉彤傳道 

仰望公義審判者 詩篇 10篇（和合本修訂版） 

 

1 耶和華啊，你為甚麼站在遠處？在患難的時候為甚麼隱藏？ 

2 惡人驕橫地追逼困苦人；願他們陷在自己所設的計謀裏。 

3 因為惡人以自己的心願自誇，貪財的背棄耶和華，並且輕
慢他。 

4 惡人面帶驕傲，不尋找耶和華；他的思想中全無上帝。 

5 他的路時常亨通，你的審判不在他眼裏。至於他所有的敵
人，他都向他們發怒氣。 

6 他心裏說：「我必不動搖，世世代代不遭災難。」 

7 他滿口咒罵、詭詐、欺壓，舌底盡是毒害、奸惡。 

8 他在村莊埋伏等候，在隱密處殺害無辜的人，他的眼睛窺
探無倚無靠的人。 

9 他埋伏在暗地，如獅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俘擄困苦人；
他拉網，就把困苦人擄去。 

10 他屈身蹲伏，無倚無靠的人就倒在他的暴力之下。 

11 他心裏說：「上帝竟忘記了，上帝轉臉永不觀看。」 

12 耶和華啊，求你興起！上帝啊，求你舉手！不要忘記困苦
人！ 

13 惡人為何輕慢上帝，心裏說「你必不追究」？ 

14 你已經察看，顧念人的憂患和愁苦，放在你的手中。無倚
無靠的人把自己交託給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 

15 求你打斷惡人的膀臂，至於壞人，求你追究他的惡，直到
淨盡。 



16 耶和華永永遠遠為王，外邦人從他的地已經滅絕了。 

17 耶和華啊，困苦人的心願你早已聽見；你必堅固他們的心，
也必側耳聽他們的祈求， 

18 為要給孤兒和受欺壓的人伸冤，使世上的人不再威嚇他
們。 

講道大綱 

引言：在眼前的惡 

 

一、1 - 11節：神的不在場？─惡人目中無神，謀害困苦人 

 

 

 

 

二、困苦人的處境 

 

 

 

 

三、12 - 18節：深信神看見困苦者，也看見惡人所作所為 

 

 

 

結語：仰望公義審判者──祂必為困苦者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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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泰天地：8 月份富泰天地將於 8 月 2 日（本星期五）晚上
7:30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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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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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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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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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禮暨兒童按手禮：2019年水禮將於 10 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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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索取「孩童按手
禮申請表」。查詢請聯絡李恩全牧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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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額 60 位，費用每位 $80。報名及查詢，請聯絡陳紹銘傳道或
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請弟兄弟姊妹協助，派發宣傳單張。 



7. 「夢．工．呈」購堂還款認獻 2019：有關擴堂還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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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奉獻截數日期為 8月 31日。

最新奉獻情況，請參閱「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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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戴民牧師榮休：戴民牧師榮休感恩崇於今天下午 3:00 至 5:00

於播道會活泉堂（長沙灣元州街 298 號海旭閣一樓）舉行，

鼓勵弟兄姊妹出席。 

10. 港九培靈研經會：第 91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 8 月 1 - 10 日

舉行，主題為「我靈甦醒 迎主再來」，全港多間教會及學校

均有同步直播，其中包括鄰近的宣道會屯門堂（景峰花園）。

詳情請參閱培靈研經會之網站：www.hkbibleconference.org。 

11. 安息禮拜：杜健瑩姊妹家人林接恆弟兄主懷安息，安息禮拜

於 7月 30日（星期二）晚上 8:00 於寰宇殯儀館 1樓寰恩堂（紅

磡）舉行。 

12. 同工動向：馮文富傳道將於 7 月 30 日至 8月 4日休假。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我們的主我們的上帝，祢以祢寶貴的說話教導我們，一切所

擁有的，不論是自由、美好回憶、心中理想、奮鬥目標，皆

是祢所厚賜的禮物，因此祢可以按祢的心意賜予或收回。無

論今日所處的是什麼光景，擁有什麼東西，因著祢的話，我

們願意全歸給祢，讓祢作最好的安排。我們專一地愛你，單

有祢的恩典，就心滿意足。願祢按祢的應許，將平安賜給祢

的百姓。 

2. 福音事工： 

願主吸引更多中學生參加 JT 夏令營，並出席在 8 月 3 日舉

行的 JT 營前會、營會及 8 月 10 日的重聚日，從一眾 JT 事

奉的弟兄姊妹身上，看見主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年

青人的未來和盼望！ 

3. 關顧代求： 

屯福堂眾肢體，回應上帝的吩咐：向主呼求，願主按自己的

應許，在香港今天的處境，使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並醫治

我們，把豐盛的平安與誠實顯明，叫身邊許多心靈受傷的人，

因我們的見證而得到醫治。 

 

 

附錄︰「夢．工．呈」2019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萬 

截至 2019年 7月 21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18,550.00 

貸款轉奉獻 $90,000.00 

已收奉獻 $193,700.00 

總額 $302,250.00 



 
上周崇拜記錄 

7月 20日 Jesus’Teens 

19人（青少年人：7人） 

主日崇拜 

早堂：94人 

午堂：65人 

兒童崇拜︰18 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次： 196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6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33,324.50 1,700.00 — 3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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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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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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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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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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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聽神耶和華所說的話，因為他必應許將平安賜給他的

百姓、他的聖民，他們卻不可再轉去妄行。他的救恩誠然

與敬畏他的人相近，叫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詩篇 85篇 8 – 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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