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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讀經：約翰福音全卷、使徒行傳全卷、羅馬書全卷、哥林多前後書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6/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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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肢體交通會(感恩見證分享) 

13/11 郭偉文  認識真神  短講  

 

 感恩分享                        樊景文弟兄  

平安詩集第 12首《感謝神》，詩歌的每句都包含著教會及信徒

們的信仰經歷，歌詞的信息激勵我們、提醒我們，無論處身於

任何景況，學習「凡事謝恩」，我們有盼望在於神的同在和帶

領，作為經歷困難的態度。 

每一個主日皆是記念主耶穌基督成就救恩的寶貴，帶領屯門平

安福音堂踏入二十八年，肢體同樣經歷了順或逆、悲與喜。讓

我們以禱告的心，又心存感恩和盼望，共度餘生候主臨。 

每年的十一、十二月份，屯平長執會正籌劃明年各樣事工之

餘，也重視 12月 26日（周一）「退修日營」，透過靜默主前，

好讓眾肢體的靈性得以重整及更新，迎接新一年的來臨。 

明年教會年題「使命人生，祝福萬民」，同樣提醒基督徒莫忘主

愛，我們都是蒙恩得救的，在教會及社群之中，以效法主的生

命，在腳踪所到之處作鹽作光，廣傳福音，見証主愛。 

2017主題經文：「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家事報告                                          

1〔宣讀十月份執事會議決案，共五項〕 

通過 2017 年教會主題「使命人生，祝福萬民」。 

通過 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每月從宣教基金撥款 10,172 往平安

福音差會支持「小太陽」事奉。 

通過從宣教基金撥款 37,830 往平安福音差會支持「小太陽」新一期事

奉起拔費。 

通過以諾團契更改聚會時間為每月第一及第三周六下午四時開始，由

2017 年 1 月起生效。 

通過調高教會清潔員工時薪，由2017年1月起生效。 

2〔肢體交通會〕聚會主題：「感恩見證分享」講道會後舉行，鼓勵弟兄

姊妹齊來見證神在你身上的作為，大家可預備五分鐘以內的生活見證

與肢體彼此交通。 

3〔夫婦「婚福」聚會〕本主日第六次聚會為戶外周，地點：元朗南生圍

濕地半日遊。主日聚會後自行午膳，下午 2:00 教會集合後出發，並會

在元朗一起晚膳，請到司事枱簽名。 

4〔初信栽培班〕週三及週日開始各開一班，為期七課，歡迎初信及對基

要信仰有追求的肢體參與，詳情請與翠玲姊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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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事奉人員  (13/11)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陳禮昌(我所去的地方)約 13:36 楊建君(合宜的救主) 

講員  樊景文 黃海洪 

主席/領詩  李肖華 梁繼榮 

司琴  黃嘉莉、陳淑儀 黃嘉莉 

司事  楊美妹、梁鳳鑾 李振標、李肖華 

當值  黃寶玲 何桂榮 

報告  樊景文 何桂榮 

音響  陳肇銘 龐靜民 

擘餅用具預備  陳翠玲 何玉琼 

兒童級崇拜  黃玉燕、麥少玲 黃玉燕、麥少玲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關潔玲 楊建君、關潔玲 

幼兒秩序  劉伙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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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彭玉貞  神國異象  陳禮昌、麥少玲  

16/11 黃寶玲  在位掌權  勞偉東、李肖華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平安福音差會)    (2/11)    出席：13 人 

詩歌：《我的負擔 My Task》 

經文：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因為我們兩

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以弗所書 2:17-18 

禱告重點：(關顧五個地域，共 21 個單位的宣教士) 

1. 服事範圍：東亞 9、中亞 3、歐非 2、東南亞 6、本地誇文化 1 

2. 記念平差明年「本地誇文化事工」的同工配搭安排 

3. 記念平差的經濟需要 

4. 同工配搭事奉：林兆源(總)、陳大源(副)、聶惠鈴及 Daisy(半職) 

5. 感恩林兆源弟兄的眼疾已痊癒 

(二) 小太陽代禱（烽巒國—土城） 

〔感恩〕平安到達目的地，並且經歷神在行李上奇妙的安排，又經歷當地 

16 年來首次獲得最快工作證的一人。 

〔代禱〕29/11 前順利延續簽證。有智慧和記憶學習語言。 

新居的安頓和安全，飲食和天氣的適應。 

在辦事人、官員、團隊、語言助手、房東和當地百姓面前蒙恩能 

作見證。記念未來工作的開展。 

求主看顧年邁的母親。 

(三) 其他代禱:  

1) 彭黃銀姊妹因腹脹再次入院，已抽腹水、等待掃描，求主幫助醫生早   

日找到病因。 

2) 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情況有點反覆，求主幫助，記念家人往返醫

院的平安。 

3) 龐靜民弟兄的父親(龐兆弟兄)，弟兄仍在屯門醫院康復大樓留醫，記念

出院後的安排，求主施恩看顧。 

4) 記念柯秀珠姊妹入院調較藥物。 



 

 

奉獻記錄 (2016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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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感恩  

奉獻總額  

37,000.00 

44120  3,800 45131  50 45137  500 44120  200 

44438  2,400 45133  15,000 45147  1,500 44976  50 

45123  1,400 45134  200 愛心代轉  45137  2,000 

45127  8,000 45136  1,200 45121 100 慈惠  

        45130 100 45137  500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2/11(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苦中作樂 

19/11(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四海之內皆兄弟 

12/11(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靈命自檢 

12/11(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小組聚會 

13/11(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生活智慧 $ In &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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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奉獻封數  73 

 

慈惠基金 

   收入 $1,750.00  

奉獻收入  $164,802.00  支出 $0.00  

支出  $169,284.39 本月結存 $1,750.00 

本月不敷  ($4,482.39)   

   承上月結存 $53,6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5,449.30  

小太陽事工  $9,075.00   

愛心代轉  $1,800.00   

    

 

財政簡報 2016 年 7 月  

奉獻封數  97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250.00  

奉獻收入  $173,141.30  支出 $3,000.00  

支出  $164,340.19 本月結存 ($750.00) 

本月結存  $8,801.11   

   承上月結存 $55,4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4,699.30  

小太陽事工  $9,075.00   

愛心代轉  $2,100.00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提前 4：15 

圖書部 11 月份當值同工：吳德生弟兄  增添超過 100 本 

各類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