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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牧師：盧炳照牧師 
堂 主 任：李恩全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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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幹事：葉滿枝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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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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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為建弟兄 

 我們呼求  

 神坐著為王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士 3:12-30（舊約第 300頁） 會 眾 

講道 突破限制的英雄 鍾翠嫻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靠著耶穌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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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煒弟兄 

經訓 弗 2:19 - 22 會 眾 

祝福  李恩全牧師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Psalm 23 詩篇 23篇 

 
聖靈降臨後第九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89:20 - 37 撒下 7:1 - 14下 弗 2:11 - 22 
可 6: 30 – 34, 

53-56 

 
聽主道筆記︰2018年 7月 22日 講員︰鍾翠嫻傳道 
突破限制的英雄 士師記 3章 12-30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事分享 
1. 歡迎鍾翠嫻傳道蒞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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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愛筵暨迎新會：感謝主引領共 120位弟兄姊妹出席愛筵，
包括 29位新朋友。聚會順利完成，眾弟兄姊妹同心擺上，以
愛心預備各種美食，彼此服侍，願榮耀歸於至高的上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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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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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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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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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現時已報名的青少年人共 32位，連同 16位工作人員，共
48人，尚餘名額 12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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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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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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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港九培靈研經會：第 90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於 8 月 1 至 
10 日舉行，主題為「榮耀的人生」，全港多間教會及學校均
有同步直播，其中包括鄰近的宣道會屯門堂（景峰花園）。詳
情請參閱培靈研經會之網站：www.hkbibleconference.org。 

11. 安息禮拜：胡君偉弟兄的安息禮拜將於 8月 9日（星期四）
晚上假九龍殯儀館舉行。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主耶穌基督，懇請祢施恩幫助我們，在困境中不灰心，不論
困難的日子有多長，仍然堅持到底。主啊，我們要看見，看
見所遇見的苦難，是至暫至輕的，因祢藉苦難帶給我們的，
是極重無比的榮耀。讓我們注目肉眼看不見的，專心尋求永
恆的主。 

2. 福音事工： 
願上帝的靈引領每一位參加 Jesus' Teens 夏令營的弟兄姊妹
及青少年人，讓各人皆看見主耶穌是主，要全心全意尋求祂，
並立志把年青的日子獻給上帝，一生為主所用。 

3. 關顧代求： 
小學生長達六個星期的暑期已經開始，求上帝引導一班參
與教會不同聚會，包括兒童崇拜和富泰天地等的小學生並
他們的家長，幫助學生們善用假期，身心靈都有長進。社
會日益複雜，小學生也面對不少社交、學業和成長挑戰，
願主引領他們在年少時已經得著信心，歸信耶穌，立志跟
隨主，能夠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能夠
作信徒的榜樣。 

 
 
 
附錄︰「夢‧工‧呈」2018購堂還款認獻目標：60萬 

截至 2018年 7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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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50.00 
總額 $434,150.00 



 

上周崇拜記錄 7月 14日 Jesus’ Teens： 
24人（青少年人：9人） 

主日崇拜：163人 兒童崇拜︰22人 

上周崇拜總出席人數： 209 
上周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17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25,789.60 9,900.00 - 16,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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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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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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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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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
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
為房角石，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
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 

  以弗所書 2章 19 - 22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