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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 恩 全 牧 師 

讚美敬拜 祢真偉大 張 棣 華 弟 兄 

 除祢以外  

 無愧的用人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路 16：1-13（新約 106 頁） 會 眾 

講道 精明的投資 陳 啟 興 牧 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一生不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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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忠 傑 弟 兄 

經訓 帖前 4:16-18 會 眾 

祝福  李 恩 全 牧 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祢真偉大（青年新歌 01，8） 

1. 君尊的主，我每次觀賞祢手， 
鋪張一切，令心中滿震撼， 
觀賞星月，聽到了天邊震響， 
主威彰顯，沒止息遍宇宙。 

2. 心中思念，主怎麼差衪愛子， 
犧牲捨己，未可參透意義， 
背我眾罪，釘身血淌加略山， 
擔當苦架，願捨身赦我罪。 

副歌：獻上讚歌，因祢願施拯救， 
   衷心稱揚，祢真偉大， 
   獻上讚歌，因祢願施拯救， 
   偉大至高，我心頌讚。 
 
 
除祢以外（和平之君，26） 
除祢以外，找不到尊貴像祢， 
除祢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祢以外，並沒有，沒有別名， 
可以配受權柄， 
讚美以及崇敬， 
聖潔、國度、榮耀全屬祢。 

大地頌讚歡唱，讚美祢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族萬國高唱，讚美祢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祢超過諸天。 



無愧的用人（齊唱新歌第 01 集，10） 

世途變幻，崎嶇險惡實難行， 
迷途人群不知路向，必須有傳佳音人。 
我是祢僕人，主的愛激勵我冷漠心， 
眼見迷羊今應盡責，一生宣揚主福音。 
作個無愧的佣人，以愛心遵守主的話， 
獻上所有為主事工，天天仰望跟主腳蹤。 
我是祢僕人，主所託我定要忠心， 
眼見迷羊今應盡責，一生宣揚主福音。 
 
 
 
一生不枉過（齊唱新歌第 05 集，14） 

1. 為何忘掉那日，立志你跟前，奉獻一生？ 
為何流浪世俗，漠視托負，令祢心擔憂？ 

2. 此際重拾信念，跪到祢跟前，願祢接納。 
輕看名利勢力，情願撇下，為我主奔跑！ 

時光不會停留，人生轉瞬便逝， 
願珍惜光陰不再歲月蹉跎。 
明天挑戰頑強，全心聽你任用， 
能誇口窄路全為祢走過！ 
（燃燒一生完全為祢不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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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 日 講員︰陳啟興牧師 

精明的投資 路加福音 16 章 1-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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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ble of the Wise and Foolish Virgins; 聰明和愚拙童女的比喻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78:1-7 書 24:1-3 上, 14-25 帖前 4:13-18 太 25:1-13 

 



家事分享 

1. 歡迎前播道會窩福堂堂主任，銀行同業福音團契總幹事陳啟

興牧師蒞臨，宣講上帝的話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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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會月禱及早禱會：本月月禱會將於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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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主日

早上 9:00 至 9:30 於小禮堂舉行早禱會。 

4. 聖誕節聚會：按照教會年曆，12 月 3 日為將臨期第一主日，

將臨期及相關聖誕節聚會之目的，是讓弟兄姊妹學習銳意等

候上帝，迎接耶穌基督的臨在，以積極順服的心踏上救贖的

旅程： 

a.  將臨期第一至第三主日：12 月 3, 10 ,17 日（主日） 

早上 10:00 

b. 將臨期月禱會：12 月 15 日（星期五）晚上 8:00-9:30 

c. 將臨期第四主日暨聖誕節崇拜：12 月 24 日（主日） 

早上 10:00 

d. 聖誕慶祝會暨聚餐：12 月 24 日（主日）晚上 6:00 

 

 

 

 

 

 

 



5. 香港福音盛會 2017：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星期四至日）

在香港大球場舉行七場佈道大會，包括國際場、普通話場及

公開場，四場公開場將於元朗球場作直播，所有場次均需憑

票入座。 

a. 祈禱奉獻禮：11 月 29 日（星期三）晚上 7:30 假香港大球

場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同心為香港福音事工祈禱。 

b. 領人赴會：鼓勵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參與佈道會。 

教會已預留門票，包括祈禱奉獻禮及兩場公開場： 

11 月 30 日（星期四晚上 7:30 於大球場或元朗球場）

及 12 月 3 日（主日下午 4:00 於大球場或元朗球場），

門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請弟兄姊妹從速到服務台簽名。 

c. 招募司事：大會需要約 5000 名司事，呼籲弟兄姊妹參與

事奉，請到服務台簽名。 

6. 同工消息： 

a. 陳紹銘傳道將於 11 月 14 - 18 日休假； 

b. 行政幹事梁偉嫺姊妹於 11 月 16 - 19 日休假。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 

感謝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藉祢的愛子，將祢那不能

看見的形象顯明。耶穌基督是萬有之先，是教會的元首。願

主在我們生命中居首位，包括我們的思想、說話、所追求的

理想及一舉一動，皆以基督為至高！ 

2. 福音事工： 

感謝主讓香港眾教會藉「香港福音盛會 2017」，同心見證

耶穌基督的福音。願主的靈引導屯福堂每位弟兄姊妹，先

為一位親友禱告，求上帝開恩，能夠向他／她分享自己的

生命故事，並邀請他／她參加福音盛會。 

3. 關顧代求： 

感謝主揀選一眾大衛團職員會，包括伍慧兒姊妹（團長）、

羅少輝弟兄（副團長）和黎逸東弟兄（文書及財政），願

主賜他們信心，領受從上帝而來的異象，建立弟兄姊妹

作主門徒，忠心跟隨耶穌。  

 

 

 

 

 

 

 

 

 

 



主日崇拜負責人 

 下主日—（11 月 12 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 

下主日—（11 月 19 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 

主席 張棣華弟兄 陳君漢弟兄 

講員 陳啟興牧師 李恩全牧師 

公禱 

當值執事 
張忠傑弟兄 李細妹姊妹 

司琴 吳國幀弟兄 鄧卓敏姊妹 

音響 郭以樂弟兄 陳世海弟兄 

簡報 李蓮玉姊妹 羅錦英姊妹 

插花 符梅芬姊妹 陳秀英姊妹 

司事 
黃瑋研弟兄、杜穎嫻姊妹 

薜海英姊妹、胡鳳娣姊妹 

蔡詠詩姊妹、朱嘉傑弟兄 

何蘭妹姊妹、林慧寶姊妹 

接待 盧惠珍姊妹、鄧慶良弟兄 陳振華弟兄、陳強弟兄 

兒童崇拜 

葉崇恩姊妹、麥敖儀姊妹 

張頌昇弟兄、陳照明姊妹 

麥敖晴姊妹、岑碧蓮姊妹 

陳璟曦弟兄、吳銀屏姊妹 

符梅芳姊妹、高君倩姊妹 

陳心悅姊妹、符梅芬姊妹 

陳詠桐姊妹、陳靜琳姊妹 

卡碧敏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11 月 4日 Jesus’ Teens： 

34 人（青少年人：16 人） 主日崇拜：150 人 兒童崇拜︰20 人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50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70,768.10 10,200.00 200.00 3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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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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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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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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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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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

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

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當用

這些話彼此勸慰。】 帖撒羅尼迦前書 4 章 16-1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