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年 5月 5日 

上午十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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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新界屯門彩暉花園七至八號地舖  

 電話：(852)2452 6988 傳真：(852)2458 4573 

 網址：www.efcc-tmc.org 電郵：tmc@efcc-tmc.org 

 



四十周年堂慶感恩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頌讚祢 Hallelujah 敬 拜 隊 

 我的眼睛已經看見  

 獻給我天上的主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約 15:1 - 17(新約 150頁) 會 眾 

講道 連於基督，結果豐盈 陳富華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擁戴耶穌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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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賢姊妹 

經訓 約 15:7 - 8 會 眾 

祝福  陳富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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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culous Draught of Fishes 耶穌行神蹟：門徒得滿網魚 

 

復活後第三主日 讀經經文 

詩篇 使徒行傳 書信 福音書 

詩 30 徒 9:1 – 6 啟 5:11– 14 約 21:1 – 19 

 

 

 

 

 

 

 

 

 



聽主道筆記︰2019年 5月 5日 講員︰陳富華牧師 

連於基督，結果豐盈 約翰福音 15 章 1 – 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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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陳富華牧師蒞臨，宣講上帝的話語。 

2. 歡迎第一次出席本堂崇拜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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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年議會：年議會已於 4月 28 日順利舉行，並進行了執事
選舉，共派出 89 選票，收回 88 張合法選票。當選新一屆任
期兩年（2019-2021）執事的弟兄姊妹和其所得票數如下：  
李淑賢姊妹（85票）、伍志業弟兄（86票）、張棣華弟兄（81票）、
何淑慧姊妹（85票）、符梅芳姊妹（86票）、李家煒弟兄（85票）
及李細妹姊妹（85票）。 

4. 警醒、靜修、職場門徒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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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6 月 30 日（主日）
晚上 10:00 至 7 月 1 日（星期一公眾假期）凌晨 2:00 聚集
在教會尋求與上帝相遇。 

b. 十月靜修營：留出心靈空間，銳意聆聽上帝。9月 29日（主日）、
9 月 30 日（星期一）及 10 月 1 日（星期二公眾假期），於     
長洲聖公會靜修院舉行靜修營，名額共 30位。 

c. 銳意門訓 2019職場門徒-國度反擊戰！（IDMC HK 2019）：
讓我們以上帝的真理，因著耶穌基督，為在職場作主門徒，
重新定位。銳意門訓研討會 2019 將於 11 月 29 日（星期
五）及 30日（星期六）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主題
為「職場門徒-國度反擊戰！」，名額共 70 位。 

收費及報名安排，稍後公佈。 

5. 增設午堂崇拜：經年議會商討，教會將於 7 月 7 日（主日）
開始增設第二堂崇拜；早堂崇拜為上午 9:30 – 11:00，午堂則
為上午 11:30 – 下午 1:00。為方便教會掌握早、午堂崇拜出
席人數，和更好預備各項安排，現邀請弟兄姊妹填寫「出席
早／午堂崇拜意向表」（現備於司事枱），並投入收集箱。 

6. 「夢．工．呈」購堂還款認獻 2019：為回應上帝要屯福堂向街
坊傳福音的召命，教會於 2011年開展擴堂計劃，並於 2013年
5 月啟用新堂。除了每月$48,361 按揭還款外，教會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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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看「綜合報告」。最新奉獻情況，請參看「附錄」。 



7. 堂慶營會奉獻：鼓勵弟兄姊妹就堂慶營會作自由奉獻，並將
奉獻直接投入奉獻箱；若奉獻超出差額（每人$400），並希望
獲得收據，請使用奉獻封，註明就「堂慶營會」奉獻和參與營
會家庭人數，再投入奉獻箱；超過每人$400 的奉獻金額將獲
發收據。查詢可聯絡李家煒弟兄或馮文富傳道。 

8. 40周年堂慶讚美會及呈獻主日： 

a. 40周年堂慶讚美會將於今天（5月 5日）下午 3:30 舉行，   
陳富華牧師、戴民牧師、盧炳照牧師、羅錫堅牧師及     
陳黔開牧師均將出席。屯福堂肢體務必出席，同心獻上讚
美，見証上帝 40年大恩。 

b. 40 周年堂慶呈獻主日（5 月 12 日）：由屯福堂顧問牧師   
盧炳照牧師講道，帶領會眾向上帝呈獻心意，並以「呈獻」
方式收集奉獻及禱文。呈獻咭隨今天程序表派發，鼓勵弟
兄姊妹先為自己和教會祈禱，預備心靈，於下主日崇拜前
填妥並帶回呈獻咭，於下周呈獻主日到台前獻上心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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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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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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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  
17:00 
第五講 

工作坊主題： 
銳意門訓在屯福：兩堂主任對談 
銳意門訓經驗談：30 年？3年？ 

現接受報名，費用全免，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10. 富泰嘉年華：傳道部將參與富泰邨於 5月 12日(星期日)晚上
6:30 – 8:30 舉辦的嘉年華，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協助攤位遊
戲；查詢及報名參與事奉，請聯絡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感謝上帝，在不同年代，興起工人，把基督的福音傳開。置

生死於度外的保羅，彰顯耶穌基督福音的大能，激勵許多信

徒，學習捨己，委身基督。過去四十年，上帝也使用祂的工

人，勇敢擺上時間、心思、金錢，甚至是事業及家庭，叫屯

門及更遠地方的人，認識耶穌。我們立志，以耶穌基督為屯

福堂的元首，謹守遵從祂的命令，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

相稱。 

2. 福音事工： 

下星期日富泰區議員辦事處舉行嘉年華會，屯福被邀請協助

攤位遊戲。願上帝激勵屯福堂弟兄姊妹，把握傳福音機會，

勇敢與街坊接觸，讓人從我們身上看見耶穌！ 

3. 關顧代求： 

感謝主帶領屯福堂順利選出新一屆執事，願主賜七位執事信

心，竭力尋求上帝的面，生命更生，活出不一樣的生命，勇

敢帶領教會向著銳意門訓教會的目標邁進。 

 

 

附錄︰ 

「夢．工．呈」2019 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萬 

截至 2019年 4月 28 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 

已收奉獻 $20,600.00 

總額 $20,600.00 



 

上周崇拜記錄 4月 27日*Jesus’ Teens 

19人（青少年人：5人） 主日崇拜：159人 兒童崇拜︰15 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93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5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15,975.00 5400.00 —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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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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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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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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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5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6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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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經訓︰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

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

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5 章 7 - 8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