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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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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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彰顯後第七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祢是彌賽亞 盧惠珍姊妹 

 祢的愛不離不棄  

 主耶穌我要奔向祢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以賽亞書 55:1 - 3 (舊約 867頁) 會 眾 

講道 御宴：奉旨大吃大喝！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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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淑慧姊妹 

經訓 賽 55:2下 - 3上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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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gnition of Joseph by His Brothers 約瑟與弟兄相認 

 

 

基督彰顯後第七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書信 福音書 

詩 37:1 – 11,  

39 - 40 
創 45:3 – 11, 15 

林前 15:35 – 38, 

42- 50 
路 6: 27 – 38 

 



聽主道筆記︰2019年 2月 24 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御宴：奉旨大吃大喝！ 以賽亞書 55章 1-3節 

 

引言： 

- 以賽亞書：「第五本福音書」 

- 三個問題： 

A. 誰被邀請？（御宴嘉賓） 

B. 被邀請者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御宴菜單） 

C. 被邀請者要做什麼才得到這些好處？（享受御宴） 

 

A. 御宴嘉賓 

 

 

 

 

 

 

B. 御宴菜單 

 

 

 

 

 

 

 

 



C. 享受御宴 

 

 

 

 

 

 

 

 

 

 

 

總結： 

留心聽上帝說話 — 選擇進入四個階段，享受御宴： 

來  買  吃  快樂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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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泰天地：3 月份富泰天地將於 3 月 1 日（本星期五）晚上
7:30 舉行。 

3. 執事選舉：2019 年議大會將於 4 月 28日舉行，並選出新一屆
執事，任期兩年（2019-2021）。刊載有資格被提名參選之會友
名單的「2019-2021 年度執事選舉提名書」已於上主日派發，
也擺放於司事枱，歡迎索取。現誠邀弟兄姊妹按感動提名合
適人選，於下主日（3月 3日）或之前填妥「提名書」交李恩
全牧師或執事會主席李淑賢姊妹。 

4. 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月 6日（主日）舉行，願意接受水禮
的弟兄姊妹需參與聖經學院於 4 月至 7 月舉辦的「基要信仰
課程」（將於 3 月開始接受報名）；而準備申請把會籍轉入本
堂的弟兄姊妹，若報讀這課程，有助教會考慮有關申請。查
詢可聯絡李恩全牧師。 

5. 40周年堂慶崇拜及讚美會： 

a. 40 周年堂慶主日（5 月 5 日上午）：當天主日崇拜由   
屯福堂首位堂主任陳富華牧師講道。 

b. 40 周年堂慶讚美會（5 月 5 日下午）：當天下午將邀請  

播道會堂會眾長執出席，同心讚美上帝，播道會總會   

總幹事羅錫堅牧師為主禮嘉賓之一。 

c. 40 周年堂慶呈獻主日（5 月 12 日）：當天主日崇拜由  
屯福堂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講道，帶領會眾同心向上帝
呈獻心意。 

6. 堂慶營會：教會堂慶營會，將於 5 月 25 - 26日（星期六及日）
於 YWCA梁紹榮度假村（香港大嶼山䃟石灣南區）舉行。營
會名額為 160 人，每位收費$100，另設自由奉獻（營費連交
通，每位平均約$500）。下主日（3 月 3 日）開始報名，鼓勵
所有弟兄姊妹參加。 



7. 堂慶銳意門訓研討會：新加坡聖約播道會堂主任楊桂炎牧師，
應邀主領共兩天銳意門訓研討會，主題為「銳意真意，建立門徒」
(Authentic Discipleship Intentional Disciplemaking)，詳情如下： 

6月 8日 

（星期六） 

14:30 – 

16:00 

第一講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1章 

講題：門徒呈獻的讚頌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eship) 

17:00 – 

18:30 

第二講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2章 

講題：門徒投入的委身 

(The Commitment of Discipleship) 

6月 9日 

（主日） 

10:00 – 

11:30 

(主日崇拜) 

第三講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3章 

講題：門徒面對的挑戰 

(The Challenge in Discipleship) 

12:00 – 

13:30 

第四講 

經文：提摩太後書第 4章 

講題：門徒領受的召命 

(The Call for Discipleship) 

下主日（3月 3日）開始報名，費用全免，名額有限，額滿即
止。 

如欲修讀本堂「聖經學院」學分者，須出席研討會全部講道
和另外兩次為時兩小時的導修課（導師：李恩全牧師），並交
約一千字的反思文章。 

8. 年度奉獻呼籲︰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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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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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財政報告：2018年 11及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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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親愛主耶穌，感謝祢，祢擺上自己的生命，把我們贖回。我

們曾誤以為自己可以尋找滿足，卻是徒然。今天我們決意留

心聽祢的話，勇敢就近祢，得享美物，喜樂地生活。祢的恩

典堅定不移，大山挪開，小山遷移，但祢的慈愛必不離開我

們！ 

2. 福音事工： 

宣教士官志達牧師已向世界福音動員會的英國工場請辭，將

於本年六月完成英國的宣教工作，並大約在明年一月，於澳

門重啟世界福音動員會在當地的辦事處，推動差傳和教育。

願上帝賜下智慧和信心予官牧師和師母，看見上帝心意，領

受福音異象，忠心完成主所託付的使命。 

3. 關顧代求： 

屯福堂四十周年堂慶工作，分別由三個小組負責，包括   

「堂慶活動小組」、「堂慶特刊小組」及「第二堂崇拜小組」。

感謝上帝親自帥領屯福堂眾領袖同工及弟兄姊妹，看見增設

第二堂崇拜的需要及異象。第二堂崇拜小組包括杜健瑩姊妹、

江潤祥弟兄、張忠傑弟兄、符杏姊妹、洪麗芳姊妹、        

張棣華弟兄、李淑賢姊妹、伍志業弟兄、陳紹銘傳道及     

李恩全牧師，將開始討論兩堂崇拜的安排，並展開眾多相關

工作，包括事奉人手安排、地方使用安排等。願主親自引導

小組，賜他們充滿從上帝而來的智慧和洞見，透過多一堂崇

拜，引領更多人到主面前，生命改變，成為耶穌基督真正的

門徒。 

 

 



上周崇拜記錄 2月 16日*Jesus’ Teens 

22人（青少年人：7人） 主日崇拜：157人 兒童崇拜︰15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94 

上周獻金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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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13.50 9,450.00 — 2,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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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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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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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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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3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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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

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 

以賽亞書 55章 2節下至 3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