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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堂慶雙月 
聖靈降臨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進入祢的同在 伍志業弟兄 

 靜候恩主  

 立志擺上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提後第 3章 (新約 304頁) 會 眾 

講道 門徒面對的挑戰 

The Challenges in Discipleship 

楊桂炎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求呼召 Spea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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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 1:7–8 會 眾 

祝福  楊桂炎牧師 

殿樂  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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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tecost 聖靈降臨 
 

聖靈降臨主日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使徒行傳 福音書 

。 
 
 
 
 

  



聽主道筆記︰2019年 6月 9日 講員︰楊桂炎牧師 

門徒面對的挑戰 提摩太後書第 3章 

 

Introduction 引言 

 

1. Difficult Times Will Come… 

艱難的日子會來到… 

 

 

 

2. The Challenges To Face 

要面對的挑戰 

 

 

 

A.  AVOID: Difficult and Depraved People (3:1 - 9) 

要避開：道德敗壞、難於相處的人（3章 1至 9節） 

 

1.  Lovers of self rather than lovers of God (v. 2 - 4) 

不愛神只愛自己的人（第 2 - 4 節） 

 

 

 

2. Holding to a form of godliness but denied of its power (v.5) 

徒有敬虔的外表，卻否定從敬虔而來的能力（第 5 節） 

 

 



3. Always learning but never coming to the knowledge of truth 

(v.6 - 9) 

雖然常常學習，卻總不能認識真理（第 6 - 9 節） 

 

 

B.  Continue: Distinctive and Devoted People (3:10 - 17) 

要持守：對神忠心耿耿、與別不同的人（3章 10 至 17節） 

 

1. Examples of godly conduct (v.10 - 13) 

行為敬虔的例子（第 10 - 13節） 

 

 

 

 

 

2.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v.14 - 17) 

準備好行各樣的善事（第 14 - 17節） 

 

 

 

 

 

Conclusion 總結 

Don’t Drop it!  

不要放棄！  



家事分享 

1. 歡迎新加坡聖約播道會主任牧師楊桂炎牧師（Rev. Tony 

Yeo）蒞臨，主領一連兩天的門訓研討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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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歡迎
專誠出席門訓研討會之友堂眾牧長及肢體，彼此激勵，學習
作主門徒。 

3. 堂慶銳意門訓研討會：第一講、第二講已於昨日順利舉行；今
日下午將舉行第四講和第五講，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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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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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迎新會︰為了讓新參加本堂聚會的會眾更認識本堂，會友部
將於 6 月 23 日主日崇拜後，中午 12:00 舉行迎新茶聚，鼓勵
弟兄姊妹參與，關顧新朋友。報名，請往服務台簽名。查詢請
聯絡陳紹銘傳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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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7 日報名人數如下︰ 

子夜警醒祈禱會 十月靜修營  銳意門訓 2019 

26 

（目標：逾 100 人） 

23 

（名額：30） 

41 

（名額：70 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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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兩堂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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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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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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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奉獻情況，請參閱「附錄」。 

11. 事奉一覽表：7 至 8 月事奉一覽表已印妥，請有關事奉人員，
崇拜後到司事枱旁索取。查詢，請聯絡事工幹事陳高君倩姊妹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感謝上帝，把寶貴的福音託付了我們，並賜給我們剛強仁愛

謹守的心，勇敢為主作見證。縱然會蒙受苦難，但祢的恩典

與能力足夠，叫我們能以面對不可知的將來。我們立志，專

心尋求祢的面和祢的能力，全然投入，勇往直前，去使人作

主的門徒。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激勵屯福堂眾同工、領袖及弟兄姊妹，與及香港眾教會，

抓緊上帝的應許，從冷漠與世俗化中回轉，藉「守著」、「託付」

及「持守」主的話語，忠心把福音傳開。願主揀選屯福弟兄姊

妹，願意委身門徒訓練，被主差遣，領受屯福小組組長的挑戰，

幫助會眾投入真摯相交的門徒旅程。 

3. 關顧代求： 

願上帝賜福新加坡聖約播道會，讓楊桂炎牧師、眾牧者及領

袖得著能力，帶領教會去完成上帝託付他們的使命，使更多

教會成為銳意門訓教會。 

 

附錄︰ 

「夢．工．呈」2019 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萬 

截至 2019年 6月 2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22,600.00 

已收奉獻 $121,500.00 

總額 $144,100.00 

  



上周崇拜記錄 6月 1日*Jesus’ Teens 

21人（青少年人：5人） 主日崇拜：145人 兒童崇拜︰18 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84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48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69,502.00 2,800.00 200.00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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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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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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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2 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3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6月 23 日 

星期日 
本堂 晚上 7:30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7月 7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7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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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

心。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

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  

提摩太後書 1章 7–8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