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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讀經：以賽亞書 1-66 章、耶利米書 1-52 章、耶利米哀歌 1-5 章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3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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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陳翠玲  罪惡的可怕  短講  

7/8 何桂榮  赦罪的主  查經  

 

 經文默想 ~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 黃寶玲傳道 

世人說：「信了耶穌樣樣都吾做得…」基督徒說：「錯啦！聖經話
凡事都可行…」 

世人說：「講大話」基督徒回答：「對吾住，我吾得講大話」世人
說：「講大話吾得、賭錢吾得、打機吾得、星期日去街吾得…」還
有很多數不清的「吾做得」。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這句話要使我們的信仰活起來，不是死
守規矩的「吾做得」，而是使我們作一個靠神話而懂得思想的基督
徒，不是盲目跟從的人。  

「但不都有益處」、「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對個
人而言，做這事於你身、心、靈有益處嗎？身體會因作這事健康
一點嗎？心(心思、意志、情感)會被激動、不能不做嗎？還是能更
有喜樂平安呢？靈能與神更親近還是疏離？相對人生的短暫，這事
於永恆有益處、有價值嗎？ 

「但不都造就人」對別人，這事會帶來對別人好的影響？還是壞的
影響呢？能建立別人在今生，永恆的好處嗎？ 

得了新生命的基督徒，不單可以成為有思想的人，更是活出所思考
的生活，活得更豐盛。比盲從附和世界之風，實在優越得多。 



 

 家事報告                                          

1〔每月一單張〕把握機會將單張送給未信主的人，傳揚主的福音。 

2〔夏令會－讓主居首位〕訂於8月7至11日（主日至週四）舉行，由於

租借場地困難及基於令會更能造就全體會眾之故，今年我們的令會

在本堂舉行，不設留宿。請預備自己赴這靈筵的心祈禱，今天截止

報名。已報名的肢體請索取入營須知 

3〔兒童暑期聖經班〕感謝神的恩典，為期四天的聖經班已經完滿結束，

記念福音的種子能在孩童和家長的心中扎根生長。  

4〔喪事〕曾俊強弟兄的媽媽(李薇波姊妹)安息禮訂於8月1日(明天)晚上

八時正假紅磡世界殯儀館地下敬禮堂舉行，求主安慰弟兄的家人，並

記念喪事能順利。 

5〔喪事〕李錦輝弟兄的父親(李明弟兄)安息禮訂於8月4日(星期四)晚上

八時正假紅磡世界殯儀館二樓永康堂舉行，求主安慰弟兄的家人，記

念喪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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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事奉人員  (7/8)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郭偉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詩 23:1) 

何桂榮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講員 樊景文 林澤揚 

主席/領詩  陳淑儀 楊美妹 

司琴 梁玉霞 黃嘉莉 

司事 陳攀進、伍敏婉 徐水棠、李御築 

當值/報告  趙 平 楊建君 

音響 龐靜民 徐偉東 

擘餅用具預備  譚陳翠玲 秦麗欽 

兒童級崇拜  譚惠芳、黃嘉莉 麥少玲、黃玉燕 

幼稚級崇拜 楊美妹、楊建君 關潔玲、梁玉霞 

幼兒秩序  羅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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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郭偉文  福音與差傳 (朋友) ---    ---  

9/8(二 )  樊景文  夏令會營內  ---    ---  

(一) 祈禱會主題：教會夏令會     (27/7)     出席：12 人  

詩歌：夏令會會歌《標竿人生》     

經文：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

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歌羅西書 1:15-18  

 弟兄姊妹預備參加夏令會的心  

 弟兄姊妹能順利請假及出席聚會  

 參與事奉弟兄姊妹們彼此的配搭  

 感恩神預備兩位講員，吳培炳弟兄(早堂)、陳佩恩姊妹(晚堂)  

 求主預備合宜的天氣  

(二) 代禱肢體：何轉枝姊妹、冼樹英姊妹 

〔轉枝〕感恩常經歷主的同在和看顧。  

記念腰骨曾受傷未完全康復，仍有痛楚，行路會感疲倦。  

       記念丈夫身體多小毛病，盼望他有柔軟的心早日信主。  

〔樹英〕感恩身體大致正常；孫兒經過一年航海職業後，現在勤力工

作，並願意返教會聚會。                                             

感恩孫女能入讀合適小學。  

記念 8 月 9 日會抽血檢查甲狀腺；間中有腳痛情況。  

(三)其他代禱 

1) 記念夏令會的籌備，肢體們能順利申請假期，求主保守肢體能預備心靈，

享受靈筵。 

2) 記念探訪三明市兒童村的各項籌備，求主保守。 

 



 

 

奉獻記錄 (2016年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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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會 感恩 愛心代轉 

42967  8,000 44526  510 44332  300 44625  2,000 44647  1,000 

43062  2,700 44648  4,300 44646  200 44666  1,500     

43327  530 44649  6,000 44648  500     

奉獻總額  

38,485.00 

44032  250 44666  1,500 44666  500 宣教 

44440  2,400 慈惠 其他 43327  150 

44495  3,720 44648  500 44643  110 白封 1,815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3/8(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聖潔生活 

6/8(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奉獻予神？ 

6/8(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夏令會前奏 

6/8(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求主教我愛教會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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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奉獻封數  70 

 

慈惠基金 

   收入 $2,550.00  

奉獻收入  $165,880.00  支出 $0.00  

支出  $148,900.39 本月結存 $2,550.00 

本月盈餘  $16,979.61   

   承上月結存 $45,3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7,949.30  

小太陽事工  $10,890.00   

愛心代轉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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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