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讀經：拿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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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陳翠玲  進入救恩之門  影音  

27/12 郭偉文  末日有多近  影音  

 

願你們平安                     樊景文弟兄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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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知道我們身處的環境和世情，了解我們內心的狀態。門徒
跟隨耶穌已一段日子，他們情緒的反應，往往跟環境變改有關，經
文指耶穌安慰門徒的前因是在分離的禱告之後，耶穌多次向門徒預
告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耶穌知道門徒需要真理的勸慰，生活
和生命的歷程是需要有主宰、有聖經的訓誨、有領袖和師傅，更不
可少的，是天父的慈愛和引導。 

耶穌並沒有否定苦罪懸迷的現實，它的發展影響著人對將來的
信心和盼望，甚至內心對主的信靠。要克服內心的憂慮和不安，耶
穌明言別無他法，人確實需要有主宰，一位能信任交託的全能
者。感謝主，耶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曾經經歷死亡的恐懼、
揭示了永恆的真相和苦難的謎底。人的心思若回歸上帝的管治，神
人關係就復和了，免去因自我中心而帶來種種災難性的失控！ 
近期在弟兄姊妹中間，交織著「生、老、病、死」，悲歡離合，

我們應該活在當下，珍惜與家人的共聚，把握傳福音的機會。願賜
平安的主，將屬天的盼望與彼此相愛的心，厚厚的賜予我們。 
感謝主耶穌的救贖，祂是赦罪的主，更是勝過死亡復活了的主！ 



 

 家事報告                                            

1〔姊妹專題聚會〕本主日下午12:15-3:30題目「從歲首到年終」家聚，詳情參看報名表。 

2〔讀經退修日營〕12月25日(週五公假)上午10:00至下午5:00在本堂舉行，主題「追隨基督」，精讀腓立比書，報名請在司事枱的報名表上以正楷填寫姓名，費用全免（午膳自費－我們將於教會鄰近食肆共膳）。請參與者索取入營須知。 

3〔長執會議〕下主日12日27日下午2:30本堂舉行，請各長執依時出席，請弟兄姊妹為長執及會議商討祈禱，求教會的主恩領。 

4〔圖書館通告〕屯平圖書館重新整理期間，若需借還書籍，請通知牧者或同工，「借書/還書登記簿」暫放置於同工房，以便作特別登記。 

5〔喪事〕陳翠玲姊妹的父親(陳錫潤弟兄)安息禮，定於 12月 21日(星期一)晚上 8:00 假紅磡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樂堂舉行，姊妹已預備旅遊巴接送肢體，星期一傍晚 6:45教會集合，7:00準時開車，求主安慰姊妹及其家人，並記念喪事能順利。 

6〔2016年度夫婦聚會安排〕隔月(逢單月)舉行一次，課程聚會兩年完成，而內容更能具體實踐聖經教導，婚姻生活達至榮神益人。請即報名以便購置課本，祝福大家婚姻蒙福。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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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事奉人員 (27/12)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你病了多久…) 陳禮昌(這到底是誰？) 講員 樊景文 黃寶玲 主席/領詩 陳禮昌 楊建君 司琴 黃嘉莉、陳翠玲 黃嘉莉 司事 麥雅慈、譚陳翠玲 李振摽、李肖華 當值/報告 郭偉文 何桂榮 音響 勞錫輝 陳禮昌 擘餅用具預備 何玉琼 秦麗欽 兒童級崇拜  陳淑儀、黃玉燕 陳淑儀、黃玉燕 幼稚級崇拜 梁玉霞、楊家盈 梁玉霞、楊家盈 幼兒秩序  馮惠宜 黃詠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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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 彭 玉 貞  我們的祖 國  梁 繼榮、 伍 敏 婉  
30/12 樊 景文  繼 往開來  鍾 少榮、 馮 惠 宜  (一) 祈禱會主題：提摩太團契         (16/12)    出席：10 人  詩歌：美樂頌 128首《獻上今天》(團歌) 經文：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 4：12 (團訓) 

� 感恩團友們在事奉上有學習，有成長 
� 為團友們，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繼續有主恩、有長進，承傳屬靈的美好，作信徒的榜樣 
� 團友中有初職、有大專生、有中學生，大家有美好的主內交通 
� 為團友當中考慮受浸，見證神的心志 
� 12月 31日至 1月 1日的生活營，求主保守天氣可以 BBQ，順利舉行； 有美好相交，經歷神。 (二) 代禱肢體：馮貴嬌姊妹、黃婉冰姊妹 〔貴嬌〕 感恩：注意飲食與營養，健康上稍為改善，並練習少許運動。 代禱：希望能與弟兄姊妹同心敬拜。 漸漸學習上帝的仁慈和忍耐。  〔婉冰〕 感恩：神給與機會參加馬來西亞的國際龍舟賽事。  有機會在其他團契分享過去工作見證，令自己重新記起主給自己的 恩典，在工作上更有力量。  代禱：求主給自己有愛慕主的心，勤力靈修。     (三) 其他代禱 
1) 記念楊惠君姊妹產後的康復，求主保守姊妹一家的適應。   

2) 記念柯秀珠姊妹手術後的休養，求主保守康復及賜平安。 

3) 記念黃鈞鴻弟兄的身體，體溫偏低，氣促並雙腳乏力，求主看顧保守。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奉獻記錄 (2015 年12月13日)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十一奉獻 / 常費 感恩 

43163 2,200 43967 1,500 44806 5,000 43952 1,000 44091 50 

43645 900 43968 2,800 箱內 20 43963 104.1 44806 1,000 

43927 840 43969 1,000             

43950 800 43970 500 夏令會 宣教 
43952 5,000 43973 600 44806 1,000 44806 1,000 

43964 60 44103 1,550 愛心代轉 白封 1,124.2 

43966 300 44113 3,200 43962 500     

奉獻總額 

32,0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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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9/1/2016(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生命之道(退修日營) 
2/1/2016(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持守救恩的盼望 

25/12(五) 10：00 早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在末世中要遵行主道 
26/12(六) 1：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戶外感恩週 

27/12(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慾念試誘(講道週) 
 

財政簡報 2015年 8月 奉獻封數  99 慈惠基金 
   收入 $2,050.00 奉獻收入  $168,482.00 支出 $0.00 支出  $164,410.85 本月結存 $2,050.00 本月結存  $4,071.15   

   承上月結存 $39,3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1,399.30 小太陽事工  $6,745.20   愛心代轉  $3,100.00   
   

 

 

 

財政簡報 2015年 7月 奉獻封數  70封 慈惠基金 
   收入 $450.00 奉獻收入  $122,412.00 支出 $4,000.00 支出  $158,781.55 本月結存($3,550.00) 本月結存  ($36,369.55)   

   承上月結存 $42,8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39,349.30 小太陽事工  $5,621.00   愛心代轉  $7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