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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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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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幹事（部分時間）: 陳高君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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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 恩 全 牧 師 

讚美敬拜 求將主愛澆灌 張 棣 華 弟 兄 

 神坐著為王  

 一生愛祢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路 14:25-35（新約第 104 頁） 會 眾 

講道 跟隨耶穌，至死忠心 李 恩 全 牧 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我已經決定(美樂頌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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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14:25-27 會 眾 

祝福  李 恩 全 牧 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求將主愛澆灌（舉目望耶穌；曲、詞：朱浩權） 

主，我渴想被祢感動；主，我渴望被祢充滿。 

渴望神在此刻居於心中深處，就比一切世上的快樂滿足。 

今我全然讓祢掌權；今我決定對主開放。 

盼聖靈在此刻觸摸心中深處，並於心裡賜下不息的活水。 

求祢將上帝的愛心中澆灌，來讓祢將枯乾的心今充滿， 

洋溢祢的喜樂與平安於心，是主的愛再讓我甦醒。 

求祢將上帝的愛心中澆灌，來讓祢將冷漠的心今改變， 

重拾祢的感動與憐憫的心，是主的愛甦醒我靈魂。 

 

神坐著為王（耶穌‧抱抱，18；曲、詞：西伯） 

神啊！我要一心稱謝祢， 

神啊！我要高舉祢聖名，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至高的主啊， 

祢榮耀使我心歌頌祢！ 

驅黑暗，留住美，藉著神重拾愛； 

齊心禱告以真誠，藉主跨勝！ 

要頌揚神是愛，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就算翻起千般駭浪，主必會為我掌舵， 

每日隨時乘風破浪，樂道主的凱歌！ 

要頌揚神是愛，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一生愛祢（讚美之泉 09 - 深觸我心，6） 

親愛的寶貴耶穌，祢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祢吸引，愛祢是我的喜樂。 

一生愛祢，一生敬拜祢， 

一生愛祢，一生榮耀祢， 

一生奉獻，一生不回頭， 

一生愛祢，跟隨祢。 

 
 
 

我已經決定（美樂頌，134） 

1. 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 

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義無反顧，義無反顧。 

 

2. 縱無人願意，我仍要跟隨，縱無人願意，我仍要跟隨， 

縱無人願意，我仍要跟隨，永不倒退，永不倒退。 

 

3. 世界在背後，十架在前頭，世界在背後，十架在前頭， 

世界在背後，十架在前頭，永不回頭，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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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Healing a Woman, 耶穌醫治一婦人 

 

聖靈降臨後第二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16:1-2, 

12-19 

創 18:1-15 羅 5:1-8 太 9:35-10:8 



屯福堂崇拜講道大剛        2017 年 6 月 18 日 

講道經文： 路 14:25-35 

講道題目： 跟隨耶穌，至死忠心 

 

引言 

- 「同行」不等於「跟隨」 

 

- 跟隨耶穌的代價是終生的操練：過去、現在、未來 

 

A. 重新排列優先次序（14:26-27）（過去） 

 

1. 與人的關係 

 

 

2. 自己的願望 

 

3. 所擁有的一切 

 

B. 認真評估跟隨耶穌的要求（14:28-32）（現在） 

 

1. 建一座樓的代價 



2. 打一場仗的代價 

 

C. 決心效忠耶穌到底 （14:34-35）（未來） 

- 立約的鹽（利 2:13） 

 

 

默想 

詩歌：我已經決定（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1. 以上提到做門徒不同的代價，那一樣令你感到最為難？ 

 

 

2. 誰是你生命中真正的主人？ 

 

 

總結 

- 作門徒必須完全效忠於耶穌基督絕對的主權，包括生活中的每一部

份，過一個完全隱藏在基督裡的生活。 

- 如果基督不能在我們生命中完全作主，祂根本就不是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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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愛筵暨 2017 迎新會︰為了讓會眾間有更好交通，以及讓
新參加聚會的會眾更認識本堂，會友部將於7月16日崇拜後，
中午 12:00 舉行愛筵暨迎新會，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與。為
方便安排食物，請盡早往服務台報名。查詢請聯絡行政幹事
陳梁偉嫺姊妹。 

3. 「耶青」分享及特別奉獻：8 位「耶青」已完成了第一階段訓
練，下主日分享當中領受。他們將參加「飛 BOOK 特工隊 2017

暑期青少年佈道精兵訓練」，每人費用$1,300。下周崇拜將收
取一次特別奉獻，讓會眾參與支持是次佈道訓練；若有餘數，
將用於 Jesus' Teens 夏令營。 

4. 差傳年會：屯福堂 2017 年度差傳年會將於 7 月 2 日差傳主日
中舉行，已邀請屯福堂夥伴宣教士梁鳳霞姑娘蒞臨講道。截
至 6 月 11 日已收奉獻$158,880，超越了 2016-17 差傳認獻目
標$156,000，若弟兄姊妹有需要查詢自己的奉獻紀錄，可聯絡
行政幹事陳梁偉嫺姊妹。 

5. 執事會部員招募：執事會誠邀弟兄姊妹按恩賜及感動加入各
工作小組及執事部，成為組員／部員，有關各部工作及要求
已詳列置於服務台的有關表格，查詢可聯絡各執事，報名請
填妥回條，於 7 月 16 日或之前放入服務台收集箱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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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報名的少年人為 25 人。報名及查
詢可聯絡陳紹銘傳道。 

7. 生命單張快樂頌：「飛躍信心路，向前再跨步 2017」認獻計劃
之籌款目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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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奉獻或信心認獻等方式回應，認獻截
止日期為 8 月 31 日。有關最新奉獻情況，可參考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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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意等候，於 6 月
30 日晚上 10:00 至 7 月 1 日凌晨 1:00 聚集在教會尋求與
上帝相遇；請盡快報名（報名時請表明可否接載其他肢體
回家）。 

b. 十月靜修營：藉獨處留出心靈空間，銳意聆聽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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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耕耘心靈，滋潤乾渴疲
倦的生命。10 月 13 日（上午 9:30-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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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1 日報名人數如下︰ 

子夜警醒祈禱會 十月靜修營 IDMC HK 2017 

45 

（目標：逾 100 人） 

12 

（名額：25） 

19 

（名額：30 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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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DMC HK 2017：原價$450，現收$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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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安息禮拜：賴獻明弟兄的安息禮拜將於 6 月 27 日（星期二）
早上 10:00 於屯門醫院入殮室舉行。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感謝上帝，讓我們可以來到耶穌面前，得聞祂呼召的聲音，
激勵我們撇下一切，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願主賜我們
謙卑悔改的心，徹底改變自己，決意效忠於耶穌。並賜我們
智慧，明白跟隨耶穌需要全然委身，堅定持守對主的承諾，
一生不偏離。 

2. 福音事工： 

a. 願上帝帥領「子夜警醒祈禱會」，引領弟兄姊妹銳意等候，
專心仰賴上帝，領受從上帝而來的信心，面對試煉和試探，
勇敢為福音作見證。 

b. 感謝主，8 位於「耶青訓練中心」受訓的「耶青」已完成
了第一階段訓練。願上帝賜給他們信心，進入第二及第三
階段的訓練，即是「飛 Book 佈道訓練」及「JT 夏令營」
佈道實踐，忠心學習遵從主的一切吩咐。 

3. 關顧代求： 

a. 張忠傑弟兄母親吳美美姊妹近日的肺癌病情有變化，求主
憐憫看顧，使用藥物控制病情，賜吳美美姊妹及家人靠主
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b.  吳嘉慧姊妹母親李碧雲女士已於星期四在瑪麗醫院順利     
       接受腦部腫瘤切除手術，進展良好。李碧雲女士亦於上 
       星期二決志接受耶穌為救主。求主繼續看顧姊妹的健康， 
       堅固她的信心，看見上帝的大能和信實，經歷從上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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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1 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0 

已收奉獻／貸款 $116,260.00 

已收貸款轉奉獻 $50,000.00 

總額 $166,260.00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6 月 18 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下主日—（6 月 25 日）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 

主席 張棣華弟兄 盧惠珍姊妹 

講員 李恩全牧師 陳紹銘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何淑慧姊妹 李家煒弟兄 

司琴 葉金枝姊妹 葉滿枝姊妹 

音響 郭以欣姊妹 陳世海弟兄 

簡報 陳心悅姊妹 鄧慶良弟兄 

插花 符梅芳姊妹 陳秀英姊妹 

司事 
余雅群姊妹、黎逸東弟兄 

嚴佩君姊妹、梁佩雯姊妹 

黃瑋研弟兄、杜穎嫻姊妹 

朱嘉誠弟兄、黎勉珍姊妹 

接待 陳為建弟兄、何逸梅姊妹 江潤祥弟兄、李細妹姊妹 

兒童崇拜 

陳思敏姊妹、潘詩詠姊妹 

陳美春姊妹、李細妹姊妹 

江進彥弟兄、鄭家樂弟兄 

高天賜弟兄 

林鳳玲姊妹、鄧卓敏姊妹 

曾頌淇姊妹、嚴佩君姊妹 

卡碧敏姊妹、符梅芳姊妹 

陳靜琳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6月 10日 Jesus’ Teens： 

20 人（青少年人：10人） 主日崇拜：150 人 兒童崇拜︰19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6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49,649.50 12,500.00 1,000.00 3,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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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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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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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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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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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人到我這裏

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

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路加福音 14 章 25-27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