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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崇拜主、歡呼主基督  張棣華弟兄 

 在耶穌的腳前  

 立志擺上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太 28:18 - 20（新約第 44頁） 會 眾 

講道 「悟」人子弟 莫樹堅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十萬樣緣由 

(Bless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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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梅芳姊妹 

經訓 詩 9:9 - 10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崇拜主（讚之歌 1，11） 

要傳揚，讚美祢永活著；萬有主宰， 

權能永世照耀四方。 

要傳揚，讚美祢永活著；君尊救主， 

祢是奇妙；公允在祢。 

崇拜主，榮耀我主，因祢有尊貴。 

崇拜主，榮耀我主，基督我救主。 

要傳揚，讚美祢永活著；救贖人類， 

滿是榮耀，統領萬有。 

 

 

歡呼主基督（讚之歌 1，13） 
歡呼主基督，歡呼以馬內利； 

大地上、天空中皆稱讚主。 

勝於萬王萬主，光輝似晨星， 

永世歡呼，謳歌頌主愛！ 

 

 

在耶穌的腳前（讚美之泉 16 - 相信有愛，尌有奇蹟，2） 
在耶穌的腳前，謙卑屈膝敬拜， 

瞻仰主的榮面，在耶穌的腳前， 

安靜留心聆聽，等候主的旨意。 

在耶穌的腳前，放下一切掛慮， 

完全相信，完全交託， 

在耶穌的腳前，獻上一切所有， 

毫無保留，我敬拜祢。 

 



立志擺上（曲詞: DJS 編曲: 古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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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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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你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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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萬樣緣由（原曲：Bless the Lord；粵詞：凌東成）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讓我的心讚頌，噢，我靈，崇拜祂的名字， 

沒有這般讚頌，我心靈，名字配高舉敬拜。 

1. 日出東方，這破曉新一天，到這良辰唱祢詩歌， 

全拋開心中，世事掛慮決心不理，每晚我獻上頌讚的歌唱。 

2. 神祢厚愛，只會慢作憤怒，神配敬拜，仁慈滿心中， 

為祢美善，今我永不息歌唱，十萬樣緣由在我的心裡。 

3. 如到了那日，能力已退去，完結已近，快結束一生， 

讚美主我靈，要永久歌唱，要永遠讚美直到千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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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 基督在加利利海風浪中 

 
聖靈降臨後第五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9:9-20 
撒上 17:1上,4-11, 

19-23, 32–49 
林後 6:1–13 可 4:35–41 



聽主道筆記︰2018年 6月 24 日 講員︰莫樹堅牧師 

「悟」人子弟 馬太福音 28章 18至 2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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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播道會總會執委會主席、播道會得勝堂堂主任莫樹堅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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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愛筵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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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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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絡陳紹銘傳道或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4. 播道會「130 周年聯合崇拜」：播道會將於 11月 25日（主日）

上午 11 時於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130 周年聯合崇拜」，現

招募司事接待及聯合詩班，報名需由堂會牧者向總會作出推

薦，鼓勵弟兄姊妹參閱以下要求及盡快到服務台簽名： 

． 司事接待：參加者必頇參與當日的簡介會 

． 聯合詩班：參加者頇為 8 歲或以上，並參與至少一次事前

練習及當日綵排（約上午 9時） 

5. Jesus' Teens 夏仙營： 

a. Jesus’ Teens 將於 7月 31 日 – 8月 2 日假保良局賽馬會大

棠渡假村舉行夏仙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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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8日營前會及 8 月 4 日重聚日，可獲退款$50。報名及查

詢可聯絡陳紹銘傳道或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b. 教會將於下周（7月 1 日）主日崇拜中，尌  Jesus' Teens夏

仙營收取一次特別奉獻，認獻目標為$40,000。 



6. 差傳年會：屯福堂 2018 年度差傳年會將於下周（7 月 1 日）

差傳主日中舉行。截至 5月 20日，已收差傳奉獻接近$130,000，

2017- 18 差傳認獻目標為$160,000，若弟兄姊妹有需要查詢

自己的奉獻紀錄，可聯絡財務幹事陳陳美春姊妹。 

7. 警醒、靜修、進入聖言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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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主日）晚上 10:00 至 7 月 2 日（星期一公假）

凌晨 2:00 聚集在教會尋求與上帝相遇。 

b. 十月靜修營：藉獨處留出心靈空間，銳意聆聽上帝。      

9月 30日（主日）、10 月 1日（星期一公假）及 2 日（星

期二），於長洲聖公會靜修院舉行靜修營，名額 25 位。 

c. 進入聖言（IDMC HK 2018）：作有深度的門徒，認識神

的話，認識祂—聖言的主。銳意門訓研討會（IDMC HK 

2018）於 11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10:00–晚上 6:45及        

24 日（星期六）上午 9:45–下午 5:30 在亞洲國際博覽館

舉行，主題為「進入聖言」，名額 50 位。 

請從速到服務台報名。截至 6月 17日報名人數如下︰ 

子夜警醒祈禱會 十月靜修營 IDMC HK 2018 

37 

（目標：逾 100人） 

21 

（名額：25） 

35 

（名額：50 人） 

8. 靜修營／銳意門訓（IDMC HK 2018）收費優惠： 

a. 十月靜修營：原價$700，現收$400 

b. 銳意門訓研討會 IDMC HK 2018：原價$450，現收$250 

 

 



9. 「夢〃工〃呈」購堂還款認獻 2018：屯福堂為回應上帝，向

街坊及基層家庭傳福音的召命，於 2011 年底開展擴堂計劃，

並於 2013 年 5 月啟用新堂。 

a. 除了每月$48,250 按揭還款外，教會在 2018 年度定下購堂

還款認獻目標$60 萬，全數用作償還到期之免息貸款。鼓

勵弟兄姊妹以一次性奉獻、分期奉獻及信心認獻等方式支

持教會，交回認獻表截止日期為 8 月 31 日；詳情請參閱

認獻表。最新奉獻情況，可參考附錄。 

b. 教會印製了「我們的異象」分享單張，簡述教會的異象、

去年的工作和未來的方向，還有不同會眾的寶貴見証分享，

鼓勵會眾取閱（每家庭一份）。 

10. 感恩會：家庭團陳振華、杜健瑩伉儷的兒子陳冠豪弟兄已於    

澳洲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與袁欣姊妹舉行婚禮。陳振華、  

杜健瑩伉儷聯同一對新人，將於下周（7 月 1 日）主日崇拜

後下午 1:00 – 3:00在屯福堂舉行感恩聚餐會，邀請屯福堂會

眾出席，共證主愛。為方便籌備，請盡快到服務台報名。 

11. 財政報告：2018 年 4 月之教會財政報告已放於「教會通告」

資料夾內，歡迎弟兄姊妹省覽。 

 
附錄︰ 

「夢〃工〃呈」2018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 萬 

截至 2018年 6月 17 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93,500.00 

已收貸款轉奉獻 $150,000.00 

已收奉獻 $175,740.00 

總額 $419,240.00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懇請賜我們堅定的心，不容讓罪惡的意

念捆鎖我們；賜我們不屈不撓的心，在困苦中心志不被磨滅；

賜我們正直的心，不追求無價值的目標。賜我們悟性，認識

祢的名字，全然擁祢入懷，忠心跟隨到底。 

2. 福音事工： 

a. 願上帝賜得勝堂眾同工及弟兄姊妹，得著信心及智慧，

與不同背景人士分享福音，以真誠及火熱的生命，見證

耶穌基督是萬人的救主。願主賜莫樹堅牧師力量與健康，

為上帝重用，帶領教會完成上帝的旨意。 

b. 願上帝帶領一眾宣教士，包括官志達牧師、梁鳳霞姑娘、

笑鶚、星月及何顯亮姑娘，為福音打美好勝仗，又帥領

粵北山區教會、澳門慈愛家庭及得勝事工，在社區中為

主發光。 

3. 關顧付求： 

大專生的漫長暑假已經開始，願上帝看顧教會中的大專生及初

職年青人，包括麥敖晴姊妹、江進彥弟兄、林梓德弟兄、吳嶸

希弟兄、朱嘉誠弟兄、朱嘉傑弟兄、陳心悅姊妹、張頌昇弟兄、

陳詠桐姊妹、鄧溢朗弟兄、曾頌淇姊妹、陳冬晴姊妹、布穎嬈

姊妹及樂韻盈姊妹，教導他們愛惜光陰，找緊機會在暑期中與

主建立緊密關係，經歷上帝的實在，見證福音的能力。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6 月 24 日）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下主日—（7 月 1 日） 
差傳主日 

主席 張棣華弟兄 敬拜隊 

講員 莫樹堅牧師 李恩全牧師 

公禱 

當值執事 
符梅芳姊妹 李淑賢姊妹 

司琴 麥敖儀姊妹 敬拜隊 

音響 鄭家樂弟兄 陳世海弟兄 

簡報 陳心悅姊妹 麥敖晴姊妹 

插花 符梅芳姊妹 周淑賢姊妹 

司事 
林鳳雯姊妹、胡鳳娣姊妹 

鄧美儀姊妹、楊順強弟兄 

王培冬姊妹、林平秋弟兄 

薜海英姊妹、林慧寶姊妹 

接待 盧惠珍姊妹、鄧慶良弟兄 江潤祥弟兄、何逸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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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桂花姊妹 

兒童崇拜 

陳思敏姊妹、張頌昇弟兄 

林梓德弟兄、關詠思姊妹 

江進彥弟兄、陳靜琳姊妹 

陳美春姊妹 

林鳳玲姊妹、葉崇恩姊妹 

林梓德弟兄、鄧溢朗弟兄 

陳紹銘傳道、王天恩姊妹 

高君倩姊妹 
 

上周崇拜記錄 6月 16日 Jesus’ Teens： 

24人（青少年人：5人） 主日崇拜：161 人 兒童崇拜︰21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206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5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19,636.50 2,250.00 — 1,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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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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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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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7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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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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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又要給受欺壓的人作高台，在患難的時候作高台。

耶和華啊，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

的人。】 

詩篇 9篇 9 - 10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