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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讀經：馬太福音全卷、馬可福音全卷、路加福音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3/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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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 陳翠玲  永恆的盼望  影音  

30/10 郭偉文  進入救恩之門  影音  

 

 開卷有益                     樊景文弟兄 

現今世代稱為「後現代」，是一個眾說紛紜、沒有權威和標準，沒

有絕對真理以及不信的時代；甚至演變成常識與知識都被邊緣化！

基督徒應當慎思明辨，渴慕靈性復興並且以「認識獨一的神」才是

最真實具體的人生目標。聖經是唯一向全人類宣告救恩的真理，而

屬靈書籍同樣以耶穌在你和我生命中所譜寫的生命樂章。教會(包括

牧者和信徒) 都必須奮起閱讀，抗衡並扭轉這時代的巨輪！ 

保羅提醒提摩太：「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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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15 

屯平圖書部是一個屬靈寶庫，教會常鼓勵弟兄姊妹多閱讀屬靈書

籍，培養閱讀的習慣，追求信仰上的進深，使靈命得著餵養。另

外、圖書部現招募多名圖書管理員，為圖書部整理及協助推動閱讀

書籍。有興趣成為我們一份子的弟兄姊妹，請聯絡傳道人。 

一個真正有智慧的基督徒，能思想所閱讀的書籍，然後將其中道理

付諸行動，使從閱讀得來的知識變為自己的一部分，使生命得以健

康、活潑地成長。 

 



 

 家事報告                                          

1〔午間主日學〕–啓示錄(一) 23/10、6/11、13/11、20/11、27/11、

4/12 [共六課]，下午2:30-3:30，認識啓示錄結構，認識書卷中啓

示的耶穌基督，認識七教會書信與我們的關係。 

2〔長執會議〕下主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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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肢體交通會-感恩見證分享〕11 月 6 日，鼓勵弟兄姊妹齊來見

證神在你身上的作為，大家可預備 5 分鐘以內的生活見證與肢

體彼此交通。 

4〔夫婦「婚福」聚會〕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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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集合後出發，

並會在元朗一起晚膳，請到司事枱簽名。 

5〔教會維修〕教會天花維修工程第二階段已經完成，各項後期清

潔工序已完成，現已重新啟用，感謝主的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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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 事奉人員  (30/10)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主.保守我…) 何桂榮(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 

講員  黃寶玲 黃玉恒 

主席/領詩  伍敏婉 郭偉文 

司琴  梁玉霞 梁玉霞 

司事  羅志芳、倪春 譚陳翠玲、陳攀進 

當值/報告 郭偉文 黃寶玲 

音響  勞錫輝 黃俊傑 

擘餅用具預備  譚陳翠玲 秦麗欽 

兒童級崇拜  譚惠芳、黃嘉莉 譚惠芳、黃嘉莉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楊美妹 楊建君、楊美妹 

幼兒秩序  劉伙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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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 何桂榮  教會福音班  祝世傑、何玉琼  

2/11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  (平差 )  ---      ---  

(一) 祈禱會主題：教會主日學   (19/10)   出席：9 人 

詩歌：《主日學校歌》 

經文：提摩太後書 3:14-17(新譯本) 

禱告重點 

1. 肢體們持續追求，學習聖經明真理 

2. 導師們教學相長，忠心事奉候主臨 

(二) 代禱肢體：章惠雲姊妹、秦麗欽姊妹 

［惠雲］感恩一家健康平安，能穩定與家人參加「沙田浸信會」的主日崇拜。

代禱：常常與兒女們親密相處，靠主有喜樂平安。 

［麗欽］感恩平安到韓國首爾旅行。 

代禱：為大兒子一家回港定居及孫兒讀書的適應。 

為兩個兒子和家人早日信主。 

(三) 小太陽代禱 :  

 兩年內的簽證能順利簽發  

 有智慧收拾行裝、當地租房、日常生活及團隊的適應 

 動盪中有平安及傳福音的機會、在當地人面前蒙恩 

 求主看顧年邁的母親 

(四) 其他代禱 

1) 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仍留院治療，伯母胃口欠佳，求主幫助，記

念家人往返醫院的平安。 

2) 龐靜民弟兄的父親(龐兆弟兄)，弟兄的身體狀況不穩定，求主施恩看顧。 

3) 彭黃銀姊妹日前因進食困難，現仍在屯門醫院治療，求主看顧。 

4) 吳寶婷姊妹的父親(吳火車弟兄)已出院返回護老院休養，求主保守。 



 

 

奉獻記錄 (2016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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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總額  

16,963.00 

43903  100 45084  2,800 44360  200 44673  150 

44134  2,800 45085  1,300 44963  20 45101  600 

44360  300 45103  8,000 44978  50 其他 

44673  530     45102  100 其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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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挪亞人生(三) 

29/10(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祈禱會 

29/10(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歌羅西書(查經) 

30/10(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生活智慧:Walk in,Tak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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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奉獻封數  87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750.00  

奉獻收入  $218,154.75  支出 $0.00  

支出  $158,286.69 本月結存 $2,750.00 

本月結存  $59,868.06   

   承上月結存 $50,9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3,699.30  

小太陽事工  $10,890.00   

愛心代轉  $3,600.00   

    

 

圖書部 10 月份當值同工：伍敏婉姊妹  借閱書次：120 

                   (7-10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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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