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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後第三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陳 紹 銘 傳 道 

讚美敬拜 來擁戴主為王 辛 健 忠 弟 兄 

 贖罪之泉  

 天父必看顧你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尼 1:1-11（舊約第 597 頁） 會 眾 

講道 領受屬天的異象 陳 紹 銘 傳 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有了祢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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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淑 慧 姊 妹 

經訓 彼前 1:17-19 會 眾 

祝福  李 恩 全 牧 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來擁戴主為王（頌主新歌，191） 

1. 來擁戴主為王！寶座聖羔無雙！ 

試聽天上歌聲洋洋，好音掩壓群響； 

我心醒來同唱，頌主洪恩浩蕩； 

歡呼主為獨一真宰，千秋萬歲無疆！ 

 

2. 來擁戴主為王！祂有不朽永生， 

擊敗陰間，復活得勝，信徒乃脫驚恐； 

主今昇上天庭，我眾頌其尊榮； 

藉主捨命，死權倒傾，聖民樂享安寧。 

 

3. 來擁戴主為王！祂本和平之君； 

行見宇宙干戈不聞，遍傳禱頌聲音； 

國權世世長新，萬眾繞座謳吟； 

聖城煥彩，異卉揚芬，主民共挹清馨。 

 

4. 來擁戴主為王！祂有慈愛無量； 

手、足、肋旁昔被創傷，在天今顯輝煌； 

榮美發出光芒；天使伏拜頌揚， 

諦視驚喜，讚其超奇，奧秘不可測想。 

 

5. 來擁戴主為王！祂本亙古常存， 

陶鈞萬有，劃分古、今，創鑄日、月、星辰； 

原與聖父、聖靈一體同榮、同尊， 

為我贖罪，竟乃捨身；頌揚代代無盡。 
 



贖罪之泉（頌主新歌，146） 

1. 今有一處贖罪之泉，從救主身發源； 
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去全身罪愆。 

2. 親愛救主寶血奇妙，永具除罪功效； 
直到主民全被贖回，罪惡一概除掉。 

3. 因信見主傷口血泉，成為贖罪泉源； 
贖罪妙恩我要傳揚，從今直到永遠。 

4. 到我去世口舌停聲，靜息在墳墓中； 
待到天城還要歌唱，頌主救贖大功。 

副歌：我真相信，我定相信， 
   主替我受害，被釘十架， 
   流血捨身，焚身難報主愛。 

 
 
天父必看顧你（頌主新歌，87） 

1. 任遭何事不要驚怕，天父必看顧你； 
必將你藏到祂恩翅下，天父必看顧你。 

2. 有時勞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顧你； 
危險臨到無處躲藏，天父必看顧你。 

3. 凡你所需，祂必供應，天父必看顧你； 
凡你所求，祂必垂聽，天父必看顧你。 

4. 無論經過何等試煉，天父必看顧你； 
軟弱困頓，靠祂胸前，天父必看顧你。 

副歌：天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 
   祂必要看顧你，天父必看顧你。 



有了祢異象（團契遊樂園 6 - 揀選，27） 

1. 能在俗世裡面看清祢路向，就算風兩飄搖仍堅守理想， 

有了祢異象，視線闊又長，突破灰色地帶，明辦真相， 

2. 能在面對壓力全心獻頌唱，就算多少艱難仍擔起創傷， 

有了祢異象，未怕窄路長，卻要找緊光陰，堅守信仰。 

副歌：領受異象尋求真光照亮，任世界怎麼變也從未變樣， 

善用祢恩賜將一生擺上，用愛打破隔膜圍牆。 

領受異象尋求忠心善良，願見證主真理我全力向上， 

莫問祢賞賜將福音分享，為祢收割世上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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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er at Emmaus，以馬忤斯的晚餐 



聽主道筆記︰2017 年 4 月 30 日                                                                  講員︰陳紹銘傳道 

領受屬天的異象 尼希米書 1 章 1 至 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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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後第三週 讀經經文 

詩篇 使徒行傳 新約 福音書 
詩 116:1-4, 12-19 徒 2:14 上, 36-41 彼前 1:17-23 路 24: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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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聚會將於 5 月 5 日（本星期五）晚上 7:30 舉行。 

3. 38 周年堂慶：下主日（5 月 7 日）為堂慶主日崇拜，將邀請

會眾到台前「呈獻」奉獻及禱文；鼓勵弟兄姊妹為「飛躍信

心路，向前再跨步 2017」作感恩奉獻及禱告。 

4. 親親媽媽日︰本年度母親節外展福音聚會將於 5 月 14 日（主

日）下午 2:30 舉行，服事 120 位街坊及親友，請弟兄姊妹邀

請親友出席並參與服侍工作；請到服務台報名。另請各探訪

隊隊長立刻動員各隊員，進行會前探訪。查詢可聯絡福音幹

事葉滿枝姊妹。 

5. 警醒、靜修、耕耘 2017：鼓勵弟兄姊妹參與三項操練，到主

面前，讓生命改變：— 

a. 子夜警醒祈禱會：香港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我們要

警醒，在 1997 年後的 20 年（2017 年），6 月 30 日晚上

10:00時至7月1日凌晨1:00，聚集在教會同心等候上帝，

讓我們疲乏的身心靈，從新得力（報名時請表明可否接

載其他肢體回家）。 

b. 十月靜修營：藉獨處的操練，讓心靈得滋潤。10 月 1-3
日於長洲聖公會靜修院舉行靜修營，名額共 25 位（費用

原價每位$700）。 

c. 銳意門訓（IDMC HK 2017）：10 月 13-14 日於播道會恩

福堂舉行，主題為「耕耘心靈土壤」，名額共 30 位（費

用原價每位$450）。另曾參加銳意門訓（IDMC HK 2016）
的弟兄姊妹，藉「銳意」經歷生命更新的改變，他們的

分享刊於「銳意門訓分享」，歡迎弟兄姊妹取閱。 



6. 靜修營／銳意門訓(IDMC HK 2017)收費優惠：為鼓勵弟兄姊

妹參加靜修營及 IDMC HK 2017，收費折扣如下：— 

a. 十月靜修營：原價$700，現收$350（25 位）; 

b. IDMC HK 2017：原價$450，早鳥優惠$250（教會已預

早購入 30 張早鳥券）; 

c. 若同時參加靜修營及 IDMC，原價共$600，現收$500。 

歡迎弟兄姊妹為不足之數自由奉獻。報名請於服務台簽名。 

7. 生命單張快樂頌：為回應上帝要屯福堂向街坊及基層家庭傳

福音的召命，屯福堂於 2011 年底開展「生命單張大行動」擴

堂計劃。新堂於 2013 年 5 月啟用，福音工作以「生命單張快

樂頌」為主題全面開展：— 
a. 感謝上帝供應，過去三年「購堂還款」目標順利達成

（包括 2016 年目標$76 萬）。除了每月$48,250 按揭還

款外，教會在 2017 年度定下「飛躍信心路，向前再

跨步 2017」購堂還款認獻計劃，籌款目標為$70 萬，

全數用作償還到期之免息貸款。鼓勵弟兄姊妹以一次

性奉獻、分期奉獻及信心認獻等方式回應，截止日期

為 8 月 31 日。詳情請參閱認獻表。 
b. 藉有紀律的禱告及讀經生活建立弟兄姊妹，作為活潑，

的生命單張，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8. 婚訊：家庭團鄧國慶蔡詠詩伉儷的女兒鄧海欣姊妹將於 2017
年 5 月 2 日與黄沛賢先生註册結婚。願上帝的旨意成就，上

帝的救恩及祝福臨到海欣的新家庭。 

9. 同工動向：馮文富傳道今天外出講道，聖經學院課程「做個

好榜樣：提摩太後書及提多書研讀」暫停一次。 

10. 教會公假安排：5 月 3 日（星期三）為公眾假期，同工休假，

教會將暫停開放。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感謝主耶穌，祢教導我們明白聖經的話語，正如昔日祢在以

馬忤斯路上，向門徒顯明祢自己，願祢的靈光照我們，明白

祢如何改變門徒的生命，好讓我們得著激勵，心裡火熱，甘

心樂意侍奉主。 

2. 福音事工： 

a. 願主使用負責這星期五「富泰天地」的弟兄姊妹及同

工，從主領受異像，以生命向街坊見證耶穌基督。 

b. 願上帝感動街坊及親友，願意參加「2017 親親媽媽日」，

藉弟兄姊妹生命的見證，吸引他們跟隨耶穌，生命被

轉化。 

3. 關顧代求： 

鄧海欣姊妹與黃沛賢先生將於 5 月 2 日註册結婚，願上帝的

旨意成就，讓主的救恩和祝福臨到新家庭。又願主看顧及賜

福海欣父母鄧國慶蔡詠詩伉儷，身心靈健康，忠心服事主。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4 月 30 日） 
復活後第三主日 

下主日—（5 月 7 日） 
堂慶主日 

主席 辛健忠弟兄 敬拜隊 A 

講員 陳紹銘傳道 盧炳照牧師 

公禱 

當值執事 
何淑慧姊妹 李淑賢姊妹 

司琴 鄧卓敏姊妹 敬拜隊 

投影音響 鄭家樂弟兄、潘詩詠姊妹 黎逸東弟兄、陳世海弟兄 

插花 劉自愛姊妹 陳秀英姊妹 

司事 
蕭潔芝姊妹、朱嘉誠弟兄 

胡鳳娣姊妹、楊順強弟兄 

劉自愛姊妹、梁佩雯姊妹 

陳素艷姊妹、陳冠中弟兄 

接待 陳振華弟兄、李細妹姊妹 江潤祥弟兄、李細妹姊妹 

聖餐襄禮 
/ 

李淑賢姊妹、李家煒弟兄 

符梅芳姊妹、張棣華弟兄 

聖餐協助 / 吳銀屏姊妹、彭桂花姊妹 

兒童崇拜 

符梅芳姊妹、陳思敏姊姀 

麥敖儀姊妹、關詠思姊妹 

陳詠桐姊妹、張育英姊妹 

陳靜琳姊妹、陳素艷姊妹 

陳思敏姊妹、張頌昇弟兄 

潘詩詠姊妹、陳照明姊妹 

江進彥弟兄、王天恩姊妹 

吳慕然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4月 22日 Jesus’ Teens： 

28 人（少年人：14 人） 主日崇拜：147 人 兒童崇拜︰19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2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13,329.00 1,000.00 2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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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9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本堂 早上 9: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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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幼兒及小學生 

迦勒團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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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待定 本堂 待定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5 月 7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5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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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約翰團（星期六下午 4:30）於 JT 生活圈時段進行。 

本週經訓︰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當存

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

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着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

憑着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得前書 1 章 17-19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