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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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新界屯門彩暉花園七至八號地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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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堂慶雙月 
復活後第五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讚美全能神 陳君漢弟兄 

 因祂活著  

 
深恩驚天動地 

(This is Amazing Grace)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賽 41: 9-10 (舊約 851頁) 會 眾 

講道 信實的上帝：始終如一 李恩全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深恩驚天動地 

(This is Amazing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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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細妹姊妹 

經訓 賽 41: 9-10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聽主道筆記︰2019年 5月 19日 講員︰李恩全牧師 

信實的上帝：始終如一 以賽亞書 41 章 9 - 10節 

 

引言 

 

先知以賽亞發出三個關於上帝的陳述。 

 

 

A. 上帝揀選你 

 

 

 

 

 

 

 

 

 

B. 上帝與你同在 

 

 

 

 

 

 

 

 



C. 我是你的上帝 

 

 

 

 

 

 

 

 

 

 

 

總結 

在耶穌基督裡面，所有關於上帝的陳述，都要實現！ 

 

 

 

 

 

 

 

 

 

復活後第五週 讀經經文 

詩篇 使徒行傳 啟示錄 福音書 

詩 148 徒 11:1 – 8 啟 21:1 – 6 約 13:31 – 35 

 



家事分享 

1. 歡迎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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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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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福堂資助名額共 70位（大
會已售出逾 3,900 張門票）。 

請從速到服務台報名。截至 5月 17日報名人數如下︰ 

子夜警醒祈禱會 十月靜修營 IDMC HK 2019 

14 

（目標：逾 100 人） 

12 

（名額：30） 

23 

（名額：70人） 

3. 靜修營／銳意門訓（IDMC HK 2019）收費優惠：為鼓勵弟兄
姊妹參加，收費折扣如下：— 

a. 十月靜修營：原價$800，現收$400 

b. 銳意門訓研討會 IDMC HK 2019：原價$450，現收$250 

4. 屯門得勝月禱會：本月月禱會將於 5 月 22日（本星期三）晚
上 8:00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5. 兩堂崇拜意向表：教會將於 7月 7日（主日）開始增設第二堂
崇拜；早堂為上午 9:30 – 11:00，午堂為上午 11:30 – 下午 1:00。
為幫助教會更好預備各項安排，邀請弟兄姊妹填寫附夾於今天
程序表內的「出席早／午堂崇拜意向表」，並投入收集箱。 



6. 40 周年堂慶 

a. 堂慶營會將於下周六及主日（5 月 25 - 26 日）於 YWCA 梁
紹榮度假村（大嶼山䃟石灣南區）舉行。營會各項安排，請
參附夾於今天崇拜程序表內的「堂慶營會入營須知」。 

b. 營會奉獻：鼓勵弟兄姊妹就堂慶營會作自由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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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堂慶紀念杯：教會製作了堂慶四十周年紀念杯，歡迎弟兄姊
妹崇拜後，到司事枱自行購買；收費自由奉獻，不設找續（紀
念杯每只成本$1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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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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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報名第一至第四講的弟兄姊妹，請於報名表上，名字旁邊加
上「Ｗ」示意參加第五講工作坊，以便教會統計人數。 



7.  Jesus' Teens 夏令營：Jesus’ Teens將於 8月 6日–8日假粉嶺浸
會園舉行夏令營，對象為中學生（包括升中一的同學），費用每
位$80，若出席所有活動，包括 8月 3日營前會及 8月 10日重聚
日，可獲退款$50。報名表備於司事枱，報名及查詢，請聯絡陳
紹銘傳道或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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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參閱「綜合報告」。最新奉獻情況，請參閱「附錄」。 

9. 崇拜暫停：下主日（5月 26日）崇拜和早禱會移師堂慶營會中
舉行，當日屯福堂於彩暉花園堂址的崇拜和早禱會暫停一次。 

 

 

Alpha and Omega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天父上帝，祢的慈愛直到萬代，祢赦免我們的罪，並親自揀

選我們作祢的僕人，與我們同在，深得祢的安慰，認定祢是

我們的神，信心得到堅固，放下軟弱懼怕的舊我，以更新的

生命，勇敢為主作見證。 

2. 福音事工： 

我們誠心把 Jesus' Teens 夏令營呈獻給主，願上帝打開眾籌委

會成員的心，生命降服予基督，緊跟隨耶穌，活出豐盛生命，

吸引更多少年人跟隨耶穌，生命得改變。 

3. 關顧代求： 

願主帥領下周堂慶營會，並保守各參與弟兄姊妹身、心、靈平

安，藉著在營裡兩日一夜相聚相交，互相鼓勵，同心認真追求

作主真門徒。 

 

 

附錄︰ 

「夢．工．呈」2019 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萬 

截至 2019年 5月 12 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6,100.00 

已收奉獻 $98,300.00 

總額 $104,400.00 

  



上周崇拜記錄 5月 11日*Jesus’ Teens 

19人（青少年人：8人） 主日崇拜：161人 兒童崇拜︰16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96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72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85,569.00 25,650.00 700.00 3,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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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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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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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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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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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從地極所領來的，從地角所召來的，且對你說：『你

是我的僕人』，我揀選你，並不棄絕你。你不要害怕，因為

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

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以賽亞書 41 章 9 - 10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