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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讀經：結、但、何、珥、摩、俄、拿、彌、鴻、哈、番、該、亞、瑪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1/9/2016 
 

福音班－主日早上 11:45（歡迎慕道朋友參加）    

日期   負責人     主  題  形式  

11/9  老人院綜合佈道  

18/9 何桂榮  不平安的世代  短講  

 

 永生、平安之門        樊景文弟兄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翰福音 16:33） 

主耶穌不避諱將真相告訴我們，在現實生活環境之中，苦難的

事免不了，而我們正常常有這些經歷，有的處身苦難之中、有的在

旁默默觀察，各種的苦帶來不同程度的痛，或是感到不安或困擾！

然而，我們也看見溫情的一面，有人伸出援手，以關懷和伴陪作支

持；有人以堅毅的意志去盡忠職守，甚至捨己救人，發揮互助互愛

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 

基督徒更應有著一種屬靈的眼光看苦難，倘若我們接受主耶穌

說「有苦難」的事實，也應當相信祂是獨一的主宰，因著祂復活的

大能，證明祂是最後的得勝者，凡投靠祂的人可以放心，因著信靠

神得著平安。故此信心不是抽象的，在乎你的信心投放在誰身上。 

其實，這永生之門早已為你為我打開，今天我們已有三十多位

弟兄姊妹參與老人院傳福音，各盡其職，願主的愛與大家同在，願

我們也一同為此作見證，觀看神在人的生命中奇妙的作為，經歷與

神同工的喜樂，在無常及短暫的人生中，信主靠主的心再邁多一步。 



 

 家事報告                                          

1〔老人院綜合佈道〕本主日下午2:00-4:00輝濤老人中心綜合佈

道，請已報名的肢體於1：00教會集合，有佈道簡介、綵排、分

組禱告，一同出發。 

2［第三季主日學課程］18/9下主日開課，課程何西亞書、門

徒訓練(二)、新約書信選讀(適合長者)、周三早上等候神-靈

命操練(9月28日開課)。請為各班導師編排課程代禱，請參與主

日學課程的弟兄姊妹依時出席。 

3［傳道同工休假］寶玲姐於9月10日至9月16日休假，若有需要請

聯絡其他同工。 

4〔姊妹專題小組〕9月18日下午1:30-3:30舉行（午膳及聚會），分

享主題：「婚姻生活」，肢體可在司事枱報名。 

主日各聚會編排  〔擘 餅 聚 會 ：早上 9:00 開始〕  

主日崇拜／兒童崇拜：早上 10:15 開始；各級主日學：中午 12:00 開始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職事表  

（請準時出席八時三十分事奉禱告會，亦歡迎肢體們一同參與）  

職 事 (11/9) 事奉人員  (18/9)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天上的盼望) 樊景文(我是主的羊) 

講員  樊景文 葉帶玲 

主席/領詩  方志光 黃玉燕 

司琴  黃嘉莉 梁玉霞、黃嘉莉 

司事  樊銘恩、羅真轉 吳德生、曾玉冰 

當值/報告 郭偉文 何桂榮 

音響  徐偉東 勞錫輝 

擘餅用具預備  陳翠玲 何玉琼 

兒童級崇拜  伍敏婉、陳淑儀 伍敏婉、陳淑儀 

幼稚級崇拜  梁玉霞、楊家盈 梁玉霞、楊家盈 

幼兒秩序  馮美珍 羅真轉 

  



 

 

  

 

 

 

 

 

 

 

 

  

週三晚祈禱會 8 時正－為  神國、為  神家、為肢體的需要代求  

《祈求主藉著禱告會，引領更多弟兄姊妹到主面前，同心合意為自己

的靈命及教會復興禱告，經歷  神在教會中大大的祝福。》  

日期  負責人  祈禱會主題  代禱肢體  

14/9 彭玉貞  本堂長執、同工  姚麗華、郭妹  

21/9 黃寶玲  明年教會方向  梁喜歡、張木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7/9)   出席：13 人 

詩歌：開展主的國 

經文：使徒行傳 1：7-8 

禱告重點：  

或近或遠傳福音，能力智慧由主賜； 

我雖軟弱主剛強，難關難過必經過… 

(二) 輝濤老人中心綜合佈道 

記念肢體們今天下午各按其職傳主道，為院友及職員領受福音的

心；粵曲(以諾)、遊戲(提摩太)、信息(景文)、陪伴/陪談、影音控制… 

(三) 小太陽代禱 

 感謝主預備最適合的治療老師，以致有更多專業上臨床經驗 

 讚美主引導未來的宣教工場---烽巒國 

 出發前的各樣準備，祈盼在十月中起程（未買機票） 

 在工場上的預備，合宜的居所及鄰居，語言助手，協助我適應的

同工和當地朋友 

(四)其他代禱 

1) 新一季主日學於 9 月 18 日開課，記念導師和學員的預備。 

2) 記念廖玉珍姊妹媽媽(譚溢崧)家居生活、胃口及心情的適應。 

3) 記念李振標弟兄一家的健康，一對兒女正康復中。 

4) 記念新學期學生及家長的適應。 



 

 

奉獻記錄 (2016年9月4日)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十一奉獻  / 常費  感恩  宣教  

43856  500 45033  7,500 45047  10,000 44319  200 44591  1,000 

44429  5,000 45034  2,700 45048  30.5 44591  1,000 45024  200 

44470  8,000 45036  5,000 45049  2,000 44628  250 45035  100 

44472  580 45037  300 45050  1,200 45024  200 愛筵  

44520  500 45038  1,500 45051  2,000 45035  300 44628  50 

44591  5,000 45039  1,000 45052  700 慈惠  45024  100 

44907  300 45040  8,000 夏令會  44591  1,000 45036  600 

44938  100 45042  500 45017  500 愛心代轉  

奉獻總額  

77,318.50 

45024  500 45043  250 45028  200 45028  600 

45026  30 45044  300 教會維修  其他  

45028  820 45046  6,000 45028  700 其他 8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4/9(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跟隨基督腳蹤行 

17/9(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與神同行 

16/9(五) 上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戶外週 

17/9(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歌羅西書(查經) 

18/9(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腓立比書(查經) 

 

 
奉獻記錄如有查詢,請聯絡財務組廖玉珍姊妹 (記錄以網頁資料為準) 

財政簡報 2016 年 4 月  

奉獻封數  67 

 

慈惠基金 

   收入 $1,250.00  

奉獻收入  $130,015.00  支出 $0.00  

支出  $164,626.39 本月結存 $1,250.00 

本月不敷  ($34,611.39)   

   承上月結存 $49,6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0,949.30  

小太陽事工  $7,260.00   

愛心代轉  $2,500.00   

    

 

財政簡報 2016 年 3 月  

奉獻封數  74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1,750.00  

奉獻收入  $331,489.00  支出 $0.00  

支出  $180,731.59 本月結存 $1,750.00  

本月盈餘  $150,757.41   

   承上月結存 $47,9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9,699.30  

小太陽事工  $9,075.00   

愛心代轉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