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7 年 5 月 14 日 

上午十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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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行政幹事：陳梁偉嫺姊妹

音樂幹事（部分時間）: 鄧卓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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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後第五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 恩 全 牧 師 

讚美敬拜 讚美全能神 陳 君 漢 弟 兄 

 寶貴恩典  

 單單仰望祢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林前 10:1-13 

（新約第 238 頁） 
會 眾 

講道 豐盛恩典真門徒 李 恩 全 牧 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是否將一切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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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0:11-12 會 眾 

祝福  李 恩 全 牧 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讚美全能神（美樂頌，5） 

1. 讚美上主，全能真神，宇宙萬有君王。 

我靈頌主，因主救贖我，也賜我平安； 

聽見之民，都來進入主聖殿， 

歡然向主恭敬讚揚！ 

2. 讚美上主，如此奇妙，統治世間萬有， 

展開恩翼，如此溫柔，將你時常保佑； 

你豈不見，有求皆蒙主恩典， 

按他旨意，應允所求。 

 

 

 

 

寶貴恩典（基恩敬拜 - 靠主愛誇勝，3） 

上帝的恩典是何等寶貴， 
祂賜下了光，賜下了寬恕， 
賜下了獨生的愛子。 

在祢的愛中我沒甚麼的懼怕， 
那眼未見的，耳未聽的， 
心也未想到的，已經一一供應。 

神啊！祢是配得那尊貴， 
大愛似海般深，恩典夠我所用。 
神啊！我是如此的寶貴， 
我願意用我這生榮耀祢。 
 



單單仰望祢（基恩敬拜 - 在祢寶座前，16） 

全心全意，渴慕我主，敬拜讚美全獻給祢， 
全心全意愛慕恩主，應當單單仰望祢。 
祢用慈愛雙臂，圍繞我免受災害， 

祢用憐憫的愛，溶解我軟弱無助！ 
我的心單單仰望祢，願祢恩光照遍全地， 
在每天都稱頌祢，願我一生永遠屬祢！ 
 
 
 

是否將一切獻上？（青年聖歌 I，53） 

1. 你渴望有平安，期望信心長進，曾恆心的祈求與仰望； 

但不能有安息，得不著大福祉，除非你將一切全獻上。 

2. 你若願與主行，在主道光明中，當得著真平安心滿足， 

必要遵主美旨，將一切獻壇上，你才能得脫離眾罪污。 

副歌：你所有是否作活祭獻在壇上？聖靈是否管理你心？ 

   你若將身、心、靈，交在主的手裡， 

必蒙主賜大福享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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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主道筆記︰2017 年 5 月 14 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豐盛恩典真門徒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13 節 

 

引言 

- 誰是你生命中的真正主人？ 

 

- 信徒當把以色列人歷史作為鑒戒。 

 

 

A. 抓住上帝的福氣（10:1-4） 

1. 上帝親自保護 

 

2. 上帝親自拯救 

 

3. 上帝親自引領 

 

4. 上帝親自供應 

 

 



B. 在恩典中作真門徒（10:6-11） 

1. 不要貪戀惡事 

 

2. 不要試探上帝 

 

3. 銳意選擇過聖潔生活 

 

 

C. 擺上自己 

1. 跟隨主去死 

 

2. 跟隨主有出路 

 

默想 

詩歌：你是否將一切獻上？（Is Your All On the Altar?） 

 

總結 



請用兩三句短句，撮要今天上帝對你所講的說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復活後第五週 讀經經文 

詩篇 使徒行傳 新約 福音書 
詩 31:1-5, 15-16 徒 7:55-60 彼前 2:2-10 約 14:1-14 

 

Stoning of Stephen, 司提反被石頭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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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禱會及月禱會︰逢主日早上 9:00 至 9:30 於小禮堂舉行

早禱會。5 月份月禱會將於 5 月 19 日（本星期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出席，同心等候上帝。 

3. 親親媽媽日︰本年度母親節外展福音聚會將於今天下午 2:30
舉行，已報名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請於崇拜後下午 1:00 到大

禮堂參與簡介會。查詢可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4. Jesus' Teens 夏令營：Jesus’ Teens 將於 8 月 1-3 日假保良局北

潭涌渡假營舉行夏令營，對象為中學生（包括升中一的同學），

名額 60 位，費用每位$80，若出席所有活動（包括營前會及

重聚日），可獲退款$50。報名及查詢可聯絡陳紹銘傳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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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在 2017 年度定下「飛躍信心路，向前再跨步 2017」認

獻計劃，籌款目標為$70 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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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獻截止日期為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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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功課輔導班：第 24 期功課輔導班剛開始至 6 月 17 日，逢星

期六早上 10:00 至 11:30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加入成為導師，

服事街坊的子女。查詢請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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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福堂全體會眾，銳意操練，與上帝

相遇；在 1997 年後的 20 年（2017 年），6 月 30 日晚上

10:00 至 7 月 1 日凌晨 1:00，與超過 100 位肢體，相約在

教會與上帝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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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銳意門訓（IDMC HK 2017）：10 月 13 日（上午 9:30-

下午 7:45）及 14 日（上午 9:30-下午 5:30）於播道會恩

福堂舉行，主題為「耕耘心靈土壤」，名額共 30 位。 

請從速到服務台報名。截至 5 月 7 日報名人數如下︰ 

子夜警醒祈禱會 十月靜修營 IDMC HK 2017 

13 
（目標：逾 100 人） 

6 
（名額：25） 

13 
（名額：30 人） 

8. 靜修營／銳意門訓（IDMC HK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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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現收$350（25 位）; 

b. IDMC HK 2017：原價$450，早鳥優惠$250（教會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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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感謝上帝賜給我們各樣恩惠！祢保護我們平安地渡過每一

天，拯救我們脫離魔鬼的攻擊，差遣耶穌基督為大牧人，引

領我們走義路，並供給豐富靈糧與靈水，叫我們不至缺乏。

祢對我們的愛堅定不移，我們立志單以祢為我們的神，除掉

所有偶像，定意過聖潔的生活，真心跟隨耶穌。 

2. 福音事工： 

a. 求主帥領今天舉行的「親親媽媽日」，保守負責不同崗位

的弟兄姊妹，得著愛心、智慧與力量謙卑服侍主，（包括

場地佈置、司儀、遊戲、詩歌、見證、信息、膳食、健

康檢查及栽培等）；又使用活潑的生命見證，讓眾街坊及

親友看見活著的耶穌，願意一生跟隨祂。 

b. 願上帝使用功課輔導班各導師，幫助少年人解決功課問

題，並引領他們認識耶穌。 

3. 關顧代求： 

胡君偉弟兄因肺部不適需入院接受治療。願上帝幫助醫生安

排適切治療，又賜弟兄依靠主的心，與家人一同得著從主而

來的平安。 

附錄︰ 
2017 年「飛躍信心路，向前再跨步」購堂還款認獻計劃 
截至 2017 年 5 月 7 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0 
已收奉獻／貸款 $37,630.00 
已收貸款轉奉獻 $50,000.00 
總額 $87,630.00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5 月 14 日） 
復活後第五主日 

下主日—（5 月 21 日） 
復活後第六主日 

主席 陳君漢弟兄 伍志業弟兄 

講員 李恩全牧師 陳紹銘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李家煒弟兄 張忠傑弟兄 

司琴 鄧卓敏姊妹 麥敖儀姊妹 

投影音響 郭以樂弟兄、陳心悅姊妹 張棣華弟兄、李蓮玉姊妹 

插花 符梅芬姊妹 周淑賢姊妹 

司事 
蕭潔芝姊妹、譚月好姊妹 

薜海英姊妹、江進彥弟兄 

林鳳雯姊妹、鄧溢朗弟兄 

鄧美儀姊妹、黎勉珍姊妹 

接待 王培冬姊妹、林志豪弟兄 王培冬姊妹、林志豪弟兄 

兒童崇拜 

岑碧蓮姊妹、葉崇恩姊妹 

麥敖儀姊妹、關詠思姊妹 

陳思敏姊妹、陳璟曦弟兄 

高君倩姊妹 

符梅芳姊妹、符杏姊妹 

曾頌淇姊妹、陳海雪姊妹 

陳詠桐姊妹、符梅芬姊妹 

王天恩姊妹、吳銀屏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5月 6日 Jesus’ Teens： 

28 人（青少年人：15 人） 主日崇拜：169 人 兒童崇拜︰23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02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87,795.60 6,550.00 340.00 2,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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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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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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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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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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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

們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

跌倒。】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1-12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