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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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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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 郭偉文  進入救恩之門  影音  

6/11 肢體交通會(感恩見證分享) 

 

 經文默想~「安息日的主」      黃寶玲傳道 

香港人特別的忙碌，讀書忙、工作忙、家庭忙、進修忙、照顧家中老

幼忙，當難得有假期就要放下手上的「忙」，擁抱假期。無論是足不

出戶、享受寧靜、全日睡覺，或是戶外散心、海外旅遊、各式娛樂，

都是為了可以滿足一下「休息」，因為終於不用給讀書、工作、家庭、

進修、家中老幼，等等作主了，假期我要自主。 

讀馬可福音時，第一、二章，我們的主都很忙，受試探、召門徒、趕

鬼、醫治許多不同的病人、天未亮去禱告、常受敵人的挑戰。到了安

息日，按規矩就是甚麽工都不可作，就是安息日。但我們的主卻作了

兩件事，經過麥地掐麥穗並吃了，進入會堂又醫治枯乾一隻手的人。  

就在此時，經文就帶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這代表了甚麽意思呢？

安息日是創造世界時神親自設立的，所以安息日的定義和內容是由主

來決定，不是人的定規，更不是人的想法。其次，人子就是那位叫人

得安息的主，而主一切所作的是要把人帶進安息。 

當人只是守着規矩來守安息日，並不能得安息；當人以自己為主，來

守安息日，也是不得安息。今天你能放低自己的想法，自我固有的思

維，來等待主帶你享用及進入安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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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執會議〕本主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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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主題：「感恩見證分享」下主日講道會後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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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夫婦「婚福」聚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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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初信栽培班〕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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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 事奉人員  (6/11)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 陳禮昌(我所去的地方)約 13:36 

講員  黃玉恒 樊景文 

主席/領詩  郭偉文 李肖華 

司琴  梁玉霞 黃嘉莉 

司事  譚陳翠玲、陳攀進 楊美妹、梁鳳鑾 

當值  黃寶玲 黃寶玲 

報告  黃寶玲 樊景文 

音響  黃俊傑 陳肇銘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譚惠芳、黃嘉莉 黃玉燕、麥少玲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楊美妹 楊建君、關潔玲 

幼兒秩序  黃詠嫻 馮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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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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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彭玉貞  神國異象  陳禮昌、麥少玲  

(一) 祈禱會主題：教會福音班     (26/10)    出席：11 人 

詩歌：平安詩集 480 首《藉我賜恩福》 

經文：提摩太後書 4:1- 4 

 感恩有新朋友願意參加福音班  

 盼望弟兄姊妹有傳福音的心志  

 求主給新朋友受感動的心，除去攔阻他們信主的事情  

(二) 代禱肢體：祝世傑、何玉琼夫婦 

［世傑］感恩蒙神保守一家身體健康及有穩定工作；父母親能自我照顧。 

現時返夜班有更多時間可在電話中聽到神話語及聖詩。 

代禱：盡量爭取星期六放假，不至影響主日敬拜； 

完成這個合約後，求主預備新工作。 

盼望女兒能在信仰上有回 的心。 

［玉琼］記念 14/11 需要入院做電腦掃描，求主保守。 

記念讀經的進度及讀屬靈書的計劃。 

記念媽媽及哥哥家庭的需要。 

(三) 其他代禱:  

1) 小太陽經過多重波折，已平安到達目的地，記念在當地租房、日常生活及團

團隊的適應，求主看顧她年邁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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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照顧的安排。 

4) 彭黃銀姊妹已出院返回安老院休息，記念院舍的照顧，求主施恩保守。 



 

 

奉獻記錄 (2016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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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惠  感恩  

44729  250 45119  2,260 45114  700 45115  500 44977  50 

45104  50,000 45122  1,000 45126  200 45118  2,000 45111  2,400 

45111  2,400 45124  2,000         45116  100 

45114  2,700 45125  1,400 教會維修  愛心代轉  
奉獻總額  

 80,210.00 
45115  4,300 45128  2,000 45111  2,400 45128  2,000 

45117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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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人生下半場 

5/11(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妙韻人生 

6/11(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肢體交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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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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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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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敏婉姊妹  增添超過 100 本 

各類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