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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第三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馮文富傳道 

讚美敬拜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敬 拜 隊 

 能不能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林前 1:18-25（新約 229 頁） 會 眾 

講道 基督：神的能力與智慧 馮文富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成為我異象 會 眾 

奉獻  會 眾 

慶賀主的聖餐   

聖餐  李恩全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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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19:9-11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讚美之泉 01 - 讓讚美飛揚，34）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在祂的聖所讚美祂。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在祂的穹蒼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大能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榮耀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慈愛讚美祂， 
凡有氣息都要來讚美祂。 

2.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 
來敞開胸懷讚美祂。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 
來高聲歡呼讚美祂。 
我們要鼓瑟彈琴讚美祂， 
我們來擊鼓跳舞讚美祂， 
我們用絲弦樂器讚美祂， 
凡有氣息都要來讚美祂。 

 
 
能不能（讚美之泉 - 新的事將要成就，9） 
我屬於祢，祢是我永遠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獻上敬拜。 
定睛在祢的榮美，世上一切變暗淡， 
除祢以外，我還能有誰。 

能不能，就讓我留在祢的同在裡， 
能不能，賜我力量讓我更多愛祢。 
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祢殿中， 
獻上敬拜，全心全意來愛祢。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有情天詩集︰你愛永不變，13） 

哦主，求祢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 
我願將祢話語深藏在我心，作路上的光， 
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求祢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祢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 
 
 
成為我異象（頌主新歌，359） 

1. 懇求心中王，成為我異象，萬事無所慕，惟主是希望！ 
願祢居首位，日夜導思想，工作或睡覺，慈容作我光。 

2. 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我願常跟祢，祢作我良伴。 
祢是聖天父，我得後嗣權，祢住我心殿，我與祢結連。 

3. 不掛意富裕，不羨慕虛榮，主是我基業，一直到永恆。 
惟有主基督，能居我心中，祂是天上王，勝珍寶權能。 

4. 天上大君王，輝煌的太陽，我贏得勝仗，天樂可分享。 
境遇雖無常，但求心中王，掌管萬有者，永作我異象。 

 
 



耶穌恩友（詩集：青年聖歌 I，88） 

1. 耶穌是我親愛朋友，擔當我罪與憂愁； 
何等權利能將萬事，帶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屢屢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未將各樣事情，帶到主恩座前求。 

2. 或遇試煉或遇引誘，或有煩惱壓心頭； 
切莫灰心切莫喪膽，來到主恩座前求。 
何處得此忠心朋友，分擔一切苦與憂， 
耶穌深知我們軟弱，來到主恩座前求。 

3. 是否軟弱勞苦多愁，掛慮重擔壓肩頭； 
主仍是我避難處所，來到主恩座前求。 
親或離我友或棄我，來到主恩座前求， 
在主懷中必蒙護佑，與主同在永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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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4 日 講員︰馮文富傳道 

基督：神的能力與智慧 哥林多前書 1 章 18-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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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driving the moneychangers 
基督驅趕兌錢的人 

 
預苦期第三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9 出 20:1 – 17 林前 1: 18 - 25 約 2:13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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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學院新一季課程︰聖經學院 4 - 7 月課程將於 4 月 8 日開

課，課程包括「彌迦書」、「活出信仰：帖撒羅尼迦後書、腓

利門書研讀」及「基要信仰課程」，詳情請參閱課程簡介，鼓

勵弟兄姊妹報名，努力學習聖經，查詢可聯絡馮文富傳道或

聖經學院院長陳家揚弟兄。 

3. 「高原的呼聲」祈禱會：海外福音使團及中華基督教會灣仔

堂將於 3 月 8 日（本星期四）晚上 7:30-9:00 假灣仔春園街

77 號竹居台合辦祈禱會，由一位深愛東南亞高原族群的資深

商人作分享。鼓勵弟兄姊妹出席祈禱會，關心高原族群的福

音需要。 

屯福堂一直支持向藏族傳福音的「笑鶚」宣教士；其最新通

訊載有宣教士連福川牧師（Rev. Frank Doggett Learner）的事

蹟和文章。連牧師於 1913 年開始在大西北高原傳福音，長逹

三十五年，經歷戰禍動盪；即使兩名年幼子女在高原喪命，

他也義無反顧，竭力為主拯救藏人的靈魂。教會備有少量通

訊，歡迎弟兄姊妹取閱。 

4. 受苦節、復活節聚會安排： 

a. 預苦期月禱會：3 月 16 日（星期五）晚上 8:00 

b. 受苦節崇拜：3 月 30 日（星期五）晚上 8:00-9:30 

c. 復活節崇拜：4 月 1 日（星期日）早上 10:00-11:30 

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和預備心靈參加，藉禱告、默想及敬

拜，操練銳意作主門徒的生命。 

 



5. 教會旅行：會友部將於 5 月 1 日（星期二，公眾假期）舉行

教會旅行一日遊，暢遊廸欣湖公園及大澳漁村，並於大澳品嚐

水鄉風味午餐，歡迎本堂會眾參加，名額 120 位。費用如下： 

a. 6 歲以上至成人 - 每位$178 

b. 長者（65 歲或以上）或小童（3 至 5 歲） - 每位$90 

c. 嬰孩（0 至 2 歲） - 免費 

尚餘少量名額，報名請於崇拜後到司事枱簽名及交費，額滿

即止。查詢請聯絡會友部執事符梅芳姊妹或陳紹銘傳道。 

6. 2018 年度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 月 7 日（主日）下午舉行，

同日亦會舉行孩童按手禮。願意接受水禮的弟兄姊妹須參與

聖經學院於 4 月至 7 月舉辦的「基要信仰課程」。若有準備把

會籍轉入本堂的弟兄姊妹，願意報讀這課程，這對教會在考

慮有關申請有很大的幫助。現接受報名；查詢及報名可聯絡

李恩全牧師。 

7. 年度奉獻呼籲︰2017-18 財政年度將於 3 月底完結，鼓勵各

位弟兄姊妹檢視個人奉獻情況（司庫將個別派發奉獻紀錄表），

並為此禱告。現時捐獻免稅額是全年總收入的 35%。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天父上帝，感謝祢，今天引領我們與眾弟兄姊妹到聖餐桌前，

一同擘餅飲杯，再次思想祢的教導：「你們應當如此行，為

的是記念我。」懇求祢幫助我們，不是紀念一個已經過去的

耶穌，乃是銳意尋求永遠活著的耶穌，經歷祂的聖潔、滿有

恩典及榮耀的救贖。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帶領宣教士官志達牧師和師母 6 月回港述職安排順

利，並藉著休息及安靜，重新得力，清楚看見上帝帥領英國

華人的福音工作，讓不論移居或暫居英國的華人在彼邦能得

聞福音，願意悔改歸向上帝，並決意跟隨基督。 

3. 關顧代求： 

卡黎勉珍姊妹持續受吞咽困難影響日常進食，需要留院接受

進一步檢查。求上帝憐憫醫治姊妹，又求主賜下信心給姊妹

和家人，在艱難和擔憂時，得著從上帝而來的平安；懇求上

帝幫助醫生有智慧找出病因，安排合適治療。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3 月 4 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 

下主日—（3 月 11 日） 
預苦期第四主日 

主席 敬拜隊 陳為建弟兄 

講員 馮文富傳道 李恩全牧師 

公禱 

當值執事 
李家煒弟兄 張忠傑弟兄 

司琴 敬拜隊 葉金枝姊妹 

音響 鄭家樂弟兄 郭以樂弟兄 

簡報 麥敖晴姊妹 陳心悅姊妹 

插花 符梅芬姊妹 周淑賢姊妹 

司事 
王培冬姊妹、林平秋弟兄 

何蘭妹姊妹、林慧寶姊妹 

黃瑋研弟兄、杜穎嫻姊妹 

陳素艷姊妹、吳銀屏姊妹 

聖餐襄禮 
伍志業弟兄、李淑賢姊妹 

李家煒弟兄、李細妹姊妹 
— 

聖餐協助 吳銀屏姊妹、潘詩詠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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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碧蓮姊妹、葉崇恩姊妹 

陳心悅姊妹、陳詠桐姊妹 

陳思敏姊妹、黃穎琳姊妹 

高君倩姊妹 

林鳳玲姊妹、高君倩姊妹 

潘詩詠姊妹、嚴佩君姊妹 

鄧溢朗弟兄、鄭家樂弟兄 

陳璟曦弟兄、卡碧敏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2月 24日 Jesus’ Teens： 

20 人（青少年人：5 人） 主日崇拜：147 人 兒童崇拜︰14 人 

上週崇拜總出席人數： 181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3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29,693.50 4,000.00 — 1,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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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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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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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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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4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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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

公義。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

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況且你的僕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這些便有大賞。】 
詩篇 19 篇 9-11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