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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 恩 全 牧 師 

讚美敬拜 齊來頌讚 陳 君 漢 弟 兄 

 祢是我神  

 親眼看見祢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可 1:32-38（新約第 48 頁） 會 眾 

講道 禱告：不再迷失 李 恩 全 牧 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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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 1:20-21 會 眾 

祝福  李 恩 全 牧 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齊來頌讚（美樂頌，32） 

全地和應，普天高呼， 
萬有的主宰配得稱讚， 
榮耀歸於至高至善， 
大愛比海更深。 
列國歌唱，拍手歡呼， 
齊聲讚頌主每刻看顧， 
我要稱讚，每天讚頌， 
上帝的愛。 
 
 
 
祢是我神（敬拜者的心，6）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 
心緊靠祢，進你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 
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 
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祢， 
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 
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 
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親眼看見祢（我的牧者，6） 

有祢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深處裏求告祢， 
祢在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副歌：太陽還存，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安靜（原曲：Still；曲：Reuben Morgan；詞：歐詠恩） 
1. 讓我藏，藏主懷內； 

護庇我，在袮翅下歇息。 

2. 唯在主裡，靈得安息； 
平靜安穩，才得主大能力。 

副歌：如大海翻滾，風吹雨打， 
在袮庇護下，沒有懼怕， 
上帝袮是王，掌管世界， 
讓我安靜，因袮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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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ing of the Red Sea and Miriam Dancing and Singing,  
以色列人過紅海及米利暗歌頌耶和華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14 出 14:19-31 羅 14:1-12 太 18:21-35 



聽主道筆記︰2017 年 9 月 17 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禱告：不再迷失 馬可福音 1 章 32-38 節 

引言 

- 人生指南針 

- 忙碌的耶穌 

 

A. 忙碌中迷失方向 （1:16-34） 

1. 忙碌的香港人 

 

2. 比香港人更忙碌的耶穌  

 

B. 耶穌以禱告重定方向 

1. 以禱告及   為優先 

 

2. 在禱告中   事工方向 

 

3. 人的需要並非定方向的先決條件 

 



C. 開墾荒涼的禱告生活  

1. 開闢   及安靜空間 

 

2.    進入上帝殿中 

 

3. 進入     的深處 

 

默想 （詩歌：安靜 Still） 

所羅門王慨歎自己所經歷的「精彩」的人生，只不過是一輪勞碌：

「我恨惡㇐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

留給我以後的人。」（傳 2:18）耶穌的一生也非常忙碌，但祂勞苦

的結果是使成千上萬的人得著永遠的福氣。 

 

你會如何選擇去過你未來的日子？ 

 

 

總結 

忙碌不是問題。但在忙碌中迷失方向，會導致情緒低落，體力不支，

心力交瘁。跟隨耶穌的人必須銳意開拓心靈空間，藉獨處，禱告，

尋求上帝幫助，校準事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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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得勝月禱會：本月月禱會將於 9 月 20 日（本星期三）晚

上8:00舉行，莫潤輝牧師主領信息分享。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同心為江湖人士禱告。 

3. 共慶中秋樂 2017：傳道部將於下主日（9 月 24 日）下午 2:15

至 5:00 為 120 位街坊舉行福音聚會，需招募事奉人員，鼓勵

弟兄姊妹努力邀請親友赴席。報名可到服務台簽名，查詢請

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4. 水禮暨兒童按手禮：2017 年度水禮暨按手禮將於 10 月 8 日

（主日）下午 2:3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出席，見證

耶穌基督奇妙救恩。將接受水禮及轉會禮的弟兄姊妹名單如下： 

水 禮（共七位）：張浩文弟兄、古林清姊妹、羅麗芳姊妹、 

江進彥弟兄、關國雄弟兄、鄧雲娣姊妹及 

葉海濤弟兄 

轉會禮（共兩位）：何蘭妹姊妹及陳紹銘傳道 

屆時將同時舉行孩童按手禮，今天截止遞交「孩童按手禮申

請表」，查詢請聯絡李恩全牧師。 

5. 得勝音樂佈道會：播道會得勝堂與屯門鄉事委員會將於

10 月 22 日（主日）晚上 7:00-9:00 在屯門天后廣場，舉行

「屯門音樂佈道會 2017」。佈道會須憑票入座，現鼓勵弟兄

姊妹邀請未信主親友赴會。另邀請弟兄姊妹參與陪談工作，

陪談員須於當日下午 4:00 到場，參與簡介會，報名請到服務

台簽名。取票或查詢請聯絡事工幹事陳高君倩姊妹或李恩全

牧師。 



6. 生命單張快樂頌：「飛躍信心路，向前再跨步 2017」擴堂認獻

計劃之籌款目標為$70 萬，已於 9 月 10 日完結。共收奉獻

$498,760；待收認獻金額為$139,500。有關最新奉獻情況，可

參考附錄。若有弟兄姊妹願意繼續為擴堂事工奉獻，款項將

撥入教會「購堂／還款」專項中。 

7. 警醒、靜修、耕耘 2017： 

鼓勵弟兄姊妹操練，到主面前，讓生命改變：— 

a. 十月靜修營：藉獨處留出心靈空間，銳意聆聽上帝。

將於 10月 1-3日在長洲聖公會靜修院舉行之靜修營已經

額滿，現開放後補名額予弟兄姊妹報名，待有空缺時，

讓弟兄姊妹補上，欲報名後補名額，請於服務台簽名。

原價$700，現收$350。營前簡介會將於今天崇拜後於會

議室舉行，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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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門票經已售罄，教會已預早購入

早鳥門票並資助弟兄姊妹出席，原價$450，現收$250；

現僅餘 3 個名額，請從速到服務台報名。 

若同時參加靜修營及 IDMC，原價共$600，現收$500。請已

報名而未繳費之弟兄姊妹將費用交給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8. 播道行：由播道差會主辦，播道會澳門使命團及播道成人教

育中心協辦的第七屆「播道行」步行籌款活動將於 11 月 25

日舉行，以支持澳門播道會的需要。「播道行」路線分為健行

線和家庭線，鼓勵弟兄姊妹組隊參加，詳情請參閱司事枱上

的宣傳單張。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我們在天上的父，在祢無所不能，無所不知，我們謙卑降服，

尊祢為獨一的上帝。我們在繁忙的生活中，尋找生活的方向，

卻沒有定意到主面前，禱告等候。願祢差派聖靈，教導及引

領我們禱告，重訂人生目標，面向耶穌，走在至聖的真道上。 

2. 福音事工： 

a. 「共慶中秋樂 2017」需動員眾多弟兄姊妹，包括場地佈

置、司儀、詩歌、音響、招待、正副檯長、遊戲、膳食、

信息、陪談等，願主的靈激勵弟兄姊妹，生命先被更新，

銳意完成主所交託的使命。 

b. 播道會得勝堂將於 10 月 22 日於屯門天后廣場舉行音樂

佈道會，願主帥領籌備工作，並引領萬人歸主，包括江

湖人士。 

3. 關顧代求： 

在過去一周，教會有 9 位兒童崇拜的孩子發燒，同時有兒崇

導師確診感染手足口病。求主看顧患病的肢體可以盡快康復，

又願主保守其他弟兄姊妹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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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 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待收認獻金額 $139,500.00 
已收奉獻 $418,760.00 
已收貸款轉奉獻 $80,000.00 
總額 $638,260.00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9 月 17 日） 
聖靈降臨第十五主日 

下主日—（9 月 24 日） 
聖靈降臨第十六主日 

主席 陳君漢弟兄 吳國幀弟兄 

講員 李恩全牧師 馮文富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何淑慧姊妹 李家煒弟兄 

司琴 葉金枝姊妹 何美慧姊妹 

音響 郭以樂弟兄 郭以欣姊妹 

簡報 李蓮玉姊妹 羅錦英姊妹 

插花 劉自愛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事 
蔡詠詩姊妹、江進彦弟兄 

薛海英姊妹、林慧寶姊妹 

林鳳雯姊妹、陳詠桐姊妹 

鄧美儀姊妹、楊順強弟兄 

接待 江潤祥弟兄、彭桂花姊妹 鄧慶良弟兄、李細妹姊妹 

兒童崇拜 

陳思敏姊妹、張頌昇弟兄 

陳心悅姊妹、陳美春姊妹 

陳詠桐姊妹、符梅芬姊妹 

陳靜琳姊妹、吳銀屏姊妹 

林鳯玲姊妹、高君倩姊妹 

潘詩詠姊妹、朱嘉誠弟兄 

鄭家樂弟兄、黃穎琳姊妹 

嚴佩君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9月 9日 Jesus’ Teens： 

32 人（青少年人：16 人） 主日崇拜：158 人 兒童崇拜︰26 人 
 
上週獻金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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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1.50 10,200.00 -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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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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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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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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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0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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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

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憐憫，直到永生。】 
猶大書 1 章 20-21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