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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李恩全牧師 

讚美敬拜 可愛的家 盧惠珍姊妹 

 如此認識我  

 最好的福氣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太 5:31-37（新約第 6頁） 會 眾 

講道 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下) 陳 鴻 老 師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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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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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with Ark of the Covenant 大衛與約櫃 

 

 

 
聖靈降臨後第八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24 撒下 6:1 - 5, 12下 - 19 弗 1:3 - 14 可 6: 14 - 29 



聽主道筆記︰2018年 7月 15日 講員︰陳鴻老師 
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下) 馬太福音 5章 31-3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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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明道社社長陳鴻老師蒞臨，宣講上帝的話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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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會愛筵暨 2018迎新會︰會友部將於今天主日崇拜後，中午
12:00舉行愛筵暨迎新會，歡迎大家踴躍出席，包括今天第一
次參與本堂聚會的來賓。 

4. 教會早禱會及月禱會︰早禱會逢主日早上 9:00至 9:30於小禮
堂舉行。7月份月禱會將於 7月 20日（本星期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出席，同心等候上帝。 

5. 教育主日及聖經講座：8月 19日為教育主日，聖經學院將於
當日舉行頒獎禮，並於翌周（8月 26日）中午 12:00舉行聖經
講座，由鍾翠嫻傳道主講，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報名請到服務
台簽名。 

6. 水禮暨兒童按手禮：2018年水禮將於 10月 7日（主日）下午
2:30 舉行，當日也將同時舉行兒童按手禮。若有家長希望讓
子女接受按手禮，請向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索取「孩童按手
禮申請表」。查詢請聯絡李恩全牧師。 

7. Jesus' Teens 夏令營： 

a. Jesus’ Teens將於 7月 31日– 8月 2日假保良局賽馬會大
棠渡假村舉行夏令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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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Jesus’ Teens夏令營取特別奉獻，現共收得$21,840；奉獻
目標為$40,000，鼓勵弟兄姊妹繼續祈禱，並按感動奉獻。 

8. 差傳認獻：2018年度差傳年會回應表已於上主日派發，鼓勵
弟兄姊妹憑信心，按感動以代禱及認獻回應上帝，並於 8月 31日
或以前填妥差傳認獻表，放入教會奉獻箱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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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警醒、靜修、進入聖言 2018：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操練，到主
面前，讓生命改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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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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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報名人數如下︰ 
十月靜修營 IDMC HK 2018 

26 
（名額：25+） 

42 
（名額：50人） 

11. 實習神學生︰恩福聖經學院神學生鍾曼瑩姑娘於 7月及 8月
期間於本堂作全時間實習。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主耶穌基督，教會是祢建立的。懇請祢幫助我們，按著上帝
給我們的召命，走每一天的路。天父啊，我們在祢的榮耀中
得著各樣屬靈的福氣，願祢藉聖靈賜我們能力，以謙卑、溫
柔、忍耐及恆久的愛，在平靜安穩中彼此連結，竭力持守從
聖靈而來的合一。 

2. 福音事工： 
感謝主，將得救的人數加給屯福堂，並在祢的帥領下舉行迎
新會。願主幫助弟兄姊妹，敬畏上帝，以真摯的生命，服侍
新加入教會的肢體及朋友，見證福音的大能，叫榮耀頌讚都
歸於天上的父。 

3. 關顧代求： 
胡君偉弟兄已於 7月 12日安息主懷，願主安慰母親戴嬌娥
姊妹及其家人，賜下恩惠，讓胡太和家人身心靈得平安，經
歷上帝的愛，全然依靠跟隨主。 

 
附錄︰「夢‧工‧呈」2018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萬 

截至 2018年 7月 8日之認獻詳情︰ 
 奉獻 

未收認獻金額 $92,500.00 
已收貸款轉奉獻 $150,000.00 
已收奉獻 $186,150.00 
總額 $428,650.00 

 
 



上周崇拜記錄 7月 7日 Jesus’ Teens： 
19人（青少年人：5人） 

主日崇拜：161人 兒童崇拜︰19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199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25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30,762.90 20,100.00 1000.00 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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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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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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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5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8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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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
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
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
分。】  以弗所書 1章 3 - 5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