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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枝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陳紹銘傳道 

讚美敬拜 天天歌唱 符 杏 姊 妹 

 寶貴十架  

 立志擺上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彼前 2:18-25（新約 337 頁） 會 眾 

講道 作蒙召的僕人 陳紹銘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十架犧牲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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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棣華弟兄 

經訓 腓 2:5-8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天天歌唱（角聲使團 - 生命陶匠，3） 

天天歌唱，頌讚神慈恩， 
讚嘆宇宙萬千的奧秘， 
多高深星宿運行原理， 
神造物無限細膩。 

天天歌唱，未怕迎狂風， 
有祢結伴每刻恩典夠用， 
邁步浪裡衝，何妨澎湃洶湧，祢護送。 

神呀！我感激恩手永不曾離開， 
讚歎再造厚恩不可替代， 
萬事盡放開，前程由祢主宰，永沒變改。 

神呀！我感激恩手永不曾離開， 
讚歎再造厚恩不可替代， 
萬事盡放開，前程由祢主宰，祢是愛。 
 
 
 
寶貴十架（讚美之泉 11 - 寶貴十架、似乎在天堂，29） 
1.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2.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立志擺上（曲、詞：DJS；編曲：古丹青） 
1. 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恩深似海。 

2. 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 

副歌：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裡面能盛載， 
神豐足的厚愛。 

 
 
 
十架犧牲的愛（沙聲頌 01 - 主耶穌祢是我一生的所有，3） 

耶穌捨身十架，主祢為我犧牲。 
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 
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 
祢被世人離棄凌辱，至死不退縮； 
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祢為我的過犯， 
 撇下榮耀尊貴，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眾罪已得潔淨， 
 祢是奴僕君王，權柄尊貴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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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 on Gethsemane with Three Apostles Sleeping; 
基督在客西馬尼禱告，三個門徒卻睡著了 

 
 

棕枝主日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18:1 – 2, 19 - 29 賽 50:4 – 9 上 腓 2: 5 - 11 可 11:1 – 11 

 
 



聽主道筆記︰2018 年 3 月 25 日 講員︰陳紹銘傳道 

作蒙召的僕人 彼得前書 2 章 18 - 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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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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節、復活節聚會安排： 

a. 受苦節崇拜：3 月 30 日（本星期五）晚上 8:00-9:3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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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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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會年議會：本堂年議會將於 4 月 22 日崇拜後召開，請會友

預留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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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親媽媽日︰本年度母親節外展福音聚會將於 5 月 13 日（主

日）下午 2:30 舉行，請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出席並參與服侍工

作，協助當日現場工作，包括枱長、招待等，請到服務台報

名。另請各探訪隊隊長立刻動員各隊員，進行會前探訪。查

詢可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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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開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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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可聯絡李恩全牧師。 

8. 城市睦福團契賣旗日：城市睦福團契新界區賣旗日將於     

5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舉行，需要大量義工協助，請弟兄

姊妹踴躍參與，報名請往服務台簽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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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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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們曾期望祢按著我們的意思行事，但往往事與願違。

懇求祢，在我們的失望中，與我們相遇，教導我們明白你掌

握著一切。幫助我們明白，就算在最困難的時刻，祢都能夠

帶領我們經過，並要彰顯祢的榮耀。 

2. 福音事工： 

耶穌基督甘願降卑，受苦受死，為要叫我們改變自己，並將

生命之道顯明出來。願上帝幫助屯福堂每一位弟兄姊妹，決

心效法基督，專心遵從天父的旨意，讓屯福堂成為建立門徒

的教會。 

3. 關顧代求： 

「夢．工．呈」小組被執事會委任，向會眾及其他堂會傳遞

屯福堂 2013 年擴堂時起動並一直延續的傳福音異象；小組

成員包括李家煒弟兄（召集人）、陳為建弟兄、陳君漢弟兄、

梁玉碧姊妹、何淑慧姊妹、鄧卓敏姊妹、王培冬姊妹及   

伍志業弟兄及李恩全牧師。小組正密鑼緊鼓籌備新一年 

「夢．工．呈」事工各項安排，求上帝賜他們智慧及能力，

領受從上主而來的異象，竭力按主心意成就主的事工。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3 月 25 日） 
棕枝主日 

下主日—（4 月 1 日） 
復活主日 

主席 符杏姊妹 敬拜隊 

講員 陳紹銘傳道 馮文富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張棣華弟兄 伍志業弟兄 

司琴 葉滿枝姊妹 敬拜隊 

音響 陳世海弟兄 鄧慶良弟兄 

簡報 郭以欣姊妹 羅錦英姊妹 

插花 符梅芳姊妹 符梅芬姊妹 

司事 
蕭潔芝姊妹、姜采玲姊妹 

譚月好姊妹、林梓德弟兄 

梁梓烽弟兄、陳詠桐姊妹 

鄧美儀姊妹、楊順強弟兄 

接待 陳振華弟兄、陳強弟兄 王培冬姊妹、潘鏡權弟兄 

聖餐襄禮 — 
符梅芳姊妹、張忠傑弟兄 

張棣華弟兄、何淑慧姊妹 

聖餐協助 — 黃秀貞姊妹、彭桂花姊妹 

兒童崇拜 

葉崇恩姊妹、鄧卓敏姊妹 
葉金枝姊妹、陳美春姊妹 
鄧美儀姊妹、李細妹姊妹 
楊順強弟兄、洪麗芳姊妹 
高天賜弟兄 

陳思敏姊妹、陳心悅姊妹 
高君倩姊妹、羅曉彤傳道 
朱嘉誠弟兄、張頌昇弟兄 
王天恩姊妹 

 
上週崇拜記錄 3月 17日 Jesus’ Teens： 

22 人（青少年人：6 人） 主日崇拜：149 人 兒童崇拜︰24 人 

上週崇拜總出席人數： 195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23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36,797.00 5,150.00 1,500.00 15,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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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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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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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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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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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

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

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書 2 章 5-8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