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8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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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 

堂 主 任：李恩全牧師 

傳  道：馮文富傳道、陳紹銘傳道、羅曉彤傳道 

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事工幹事（部分時間）: 陳高君倩姊妹 

財務幹事（部分時間）: 陳陳美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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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敬 拜 隊 

 恩典的記號  

 立志擺上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路 10:1 - 4（新約第 95頁） 會 眾 

講道 神聖的絕望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請差遣我 會 眾 

差傳報告  張忠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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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賢姊妹 

經訓 路 10:2 - 3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沙聲頌 01─主耶穌你是我一生的所，2）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同來讚美高舉主的榮耀。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全然敬拜寶座面前，深深讚頌祢。 

來舉雙手，頌唱哈利路亞，唯有祢施恩典捨身拯救。 

獻奉我聲音我雙手，我的一生都要讚頌， 

榮耀都歸於，主基督我上帝。 

 

 

恩典的記號（盛曉玫 06-幸福，4） 
站在大海邊，才發現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最高山，才發現天有多高。 

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 

像灰塵，消失也沒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彷彿在對著我微微笑。 

輕聲告訴我，一切祂都看見了。 

我所有掙扎，所有軟弱和跌倒， 

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 

當我呼求，耶穌聽見我的禱告。 

千萬人中，祂竟關心我的需要。 

走過的路，有歡笑有淚水。 

都留下主恩典的記號。 

在風雨中， 

耶穌將我緊緊擁抱。 

我深知道，祂是我永遠的依靠。 

走過的路，有歡笑有淚水。 

都留下主恩典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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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差遣我（一切從信靠開始，13） 
感慨！造物與尊貴，褪色、墮落、變更； 

百載磨練、律法指引，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掛十架成贖祭，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誰可替我預告？ 

驚歎！叛罪與歪理，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已近，世付快成絕韻，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誰可替我做到？ 

副歌：請差遣我，替祢宣告，祢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歸向，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請差遣我。 

 



我時刻需要祢（生命聖詩，399） 
1. 我時刻需要祢，親愛恩主，無人似祢柔聲，使我安舒。 

2. 我時刻需要祢，與我相近，當祢臨近我旁，試探難侵。 

3. 我時刻需要祢，或樂或苦，若祢不來同住，一生虛度。 

4. 我時刻需要祢，至聖父神，使我完全屬祢，做祢子民。 

副歌︰我需要祢，需要祢，每時刻需要祢， 

求主現在施恩惠，我來尌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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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aising of Jairus’s Daughter 耶穌叫睚魯的女兒復活 

聖靈降臨後第六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130 撒下 1:1, 17-27 林後 8:7–15 可 5:21–43 



聽主道筆記︰2018年 7月 1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神聖的絕望 路加福音 10章 1至 4節 

引言 

- 福音使命與門徒訓練係不能分割。 

 

 

 

- 「使命門訓」（Discipleship Mission）。 

 

 

 

A. 神聖的「絕望」 

-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 

 

 

 

 

 



B. 群體共響應 

-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 

 

- 「你們去吧！」 

 

 

C. 得權柄得勝 

- 「如同羊羔進入狼羣」 （10:3） 

 

- 「不要帶錢囊...... 也不要問 人的安」（10:4） 

 

-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  （10:19） 

 

 

總結 

- 普世福音使命 

- 神聖的絕望 

- 上帝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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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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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全體會眾今天晚上 10:00 至凌晨
2:00 聚集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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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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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價$700，
現收$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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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資助名額 50 位；
原價$450，現收$250。 

尚餘少量名額，請從速到服務台報名。截至 6 月 24 日報名
人數如下︰ 

子夜警醒祈禱會 十月靜修營 IDMC HK 2018 

46 

（目標：逾 100人） 

23 

（名額：25） 

37 

（名額：50 人） 

3. 富泰天地：7 月份富泰天地將於 7 月 6 日（本星期五）晚上
7:30 舉行。 

4. 差傳認獻：2018年度差傳年會回應表於今天派發，鼓勵弟兄
姊妹憑信心，按感動以付禱及認獻回應上帝，並於 8 月 31

日或以前填妥差傳認獻表，放入教會奉獻箱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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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Jesus' Teens 夏仙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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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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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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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感恩會：家庭團陳振華、杜健瑩伉儷聯同兒子陳冠豪、袁欣
伉儷於今天下午 1:00 – 3:00 在屯福堂舉行感恩聚餐會，請已
報名的會眾準時出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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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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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40.00 

總額 $420,440.00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祢是莊稼的主，今天祢開我們的眼睛，
看見要收割的莊稼極多，但合祢心意的工人極少，懇求祢赦
免我們，忽略了祢的教導，漠視迫切的需要，沒有把握機會，
銳意裝備自己成為合用的工人。此刻我們悔改，立志抓緊每
一天，全心全意跟隨祢，請祢差遣我們。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使用屯福堂眾同工、領袖及弟兄姊妹，積極回應主的
召命，同心建立教會成為銳意訓練門徒的教會，預備合主使
用的工人，去收主的莊稼。差遣工人去訓練門徒，興起領袖
作屯福小組組長，激勵弟兄姊妹，勇敢投入造尌生命的相交
生活，仗著耶穌基督所賜的權柄，引領萬民歸向基督。 

3. 關顧付求： 

願上帝看顧教會中的中學生，包括布穎琦姊妹、胡卓賢弟兄、
劉卓明弟兄、陳浩賢弟兄、黃家信弟兄、陳俊安弟兄、   
岑韻詩姊妹、陳禮賢弟兄、蔡曦文弟兄、黃穎彤姊妹、   
陳易駿弟兄、陳海軒弟兄、鍾嘉璘弟兄、盧俊樂弟兄、   
陳裕廷弟兄、朱卓琳姊妹、陳巧瑜姊妹、謝雍曦弟兄、   
劉倩妤姊妹、羅海珊姊妹及劉韻靖姊妹，幫助他們善用一個
多月的暑假，與耶穌建立緊密關係，得著主所賜的信心和能
力，面對成長過程的挑戰，竭力過上帝所喜悅的生活。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7 月 1 日） 
差傳主日 

下主日—（7 月 8 日）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主席 張忠傑弟兄 陳君漢弟兄 

講員 李恩全牧師 羅曉彤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李淑賢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琴 敬拜隊 何美慧姊妹 

音響 陳世海弟兄 鄭家樂弟兄 

簡報 麥敖晴姊妹 郭以欣姊妹 

插花 周淑賢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事 
王培冬姊妹、林平秋弟兄 

薜海英姊妹、林慧寶姊妹 

黃瑋研弟兄、杜穎嫻姊妹 

朱嘉傑弟兄、譚月好姊妹 

接待 江潤祥弟兄、何逸梅姊妹 盧惠珍姊妹、朱永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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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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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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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璟曦弟兄、羅麗芳姊妹 

上周崇拜記錄 6月 23日 Jesus’ Teens： 

21人（青少年人：4人） 主日崇拜：171 人 兒童崇拜︰20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212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1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15,716.10 7,000.00 — 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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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

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你們去吧！我差你們出去，如同

羊羔進入狼羣。】 

路加福音 10章 2 - 3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