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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讀經：加、弗、腓、西、帖前後、提前後、多、門、來、雅、彼前後、約一二三、猶、啟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7/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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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 何桂榮  世上無「義」人  短講  

4/12 肢體交通會(服事我主) 

 

 永恆的事奉           樊景文弟兄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能 

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 

（希伯來書 9:14） 

耶穌流出祂的寶血潔淨了我們的罪，賜給我們清潔的良心，叫我們

今天事奉神的人，以清潔的良心來事奉神，又像保羅說的「用無虧的良

心去事奉」，倘若良心有虧欠，便叫我們的事奉仍有阻礙！我們蒙基督

寶血潔淨，能以無虧的良心事奉，是何等蒙福的呢！另一方面，「除去

死行」乃是除去那些沒有價值的行為，並以神永恆的真理為行事標準。

要知道沒有價值的事，就如情慾和紛爭是神不喜悅的，我們又要常檢視

自己的事奉是否有永恆價值，還是只想得到別人的稱讚？  

按照神的旨意，我們蒙主寶血潔淨，又存無虧的良心來事奉，才有

永恆的價值。在事奉中不必爭辯、埋怨或與人比較，只要甘心、順服、

忠於所託。神所要求於我們的，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一生活在祂面

前。神已把聖潔公義的性情賞給我們，並應許保守我們的心，叫我們不

再靠自己才幹，而是單單倚靠神，又與肢體彼此相愛、配搭事奉。從馬

太福音至啟示錄，看見合神心意的事奉，是人活在神面前，討神的喜

悅，直到新天新地，這樣的事奉，才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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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交通會〕下主日講道會後 12:00 舉行，主題「服事我主」，內

容有介紹 2017 年度教會年題、行事曆、事奉人員等等，這是為全教

會靈性守望的聚會，祈盼弟兄姊妹踴躍參與，彼此代禱。 

3〔姊妹專題小組〕12 月 18 日下午 1:30-3:30 舉行（午膳及聚會），由現

職主內的專業人士分享：「情緒困擾」，肢體可在司事枱報名。 

4〔福音粵曲佈道會〕12月24日星期六早上10:00，內容有福音粵曲演唱、短

講、茶點，歡迎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好友赴會，同得福音的寶貴。 

5〔退修日營〕12月26日(週一公假)上午10:00至下午4:00假中國宣道神學院舉

行，主題「在祂亭子裏」，享受神的同在及話語的供應，現已開始接受報

名，費用一百元，包括營費及午膳（自由奉獻）。 

6〔喪事〕摩西團彭黃銀姊妹於(23/11)星期三中午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

12 月 9 日(星期五)晚 7:30 假紅磡世界殯儀館地下世界堂舉行，翌日早

上出殯，求主安慰姊妹的家人，並記念喪事之安排順利。主家為肢體

預備旅遊巴士往返，請於 6:15 教會集合 6:30 準時開車，逾時不候，乘

車肢體請到司事枱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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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 事奉人員  (4/12)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因信稱義) 郭偉文(最精采的還在後頭) 

講員  黃寶玲 羅錦庭 

主席/領詩  楊家盈 趙平 

司琴  梁玉霞 梁玉霞、黃玉燕 

司事  吳德生、伍敏婉 何玉琼、麥雅慈 

當值/報告 陳禮昌 楊建君 

音響  勞錫輝 黃俊傑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黃玉燕、麥少玲 伍敏婉、陳淑儀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關潔玲 梁玉霞、楊家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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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 陳禮昌  接續承傳  方志光、陳淑娟  

7/12 黃寳玲  福音與差傳 (宣教士 )  ---     ---  

(一) 祈禱會主題：恩賜彼此服事     (23/11)       出席：13 人 

詩歌：美樂頌 129 首《教會一家》 

經文：彼得前書 4:9-11  

 感謝神賜給每位主內肢體皆有不同的恩賜，可以彼此服事 

 求主指教如何能盡忠作恩賜管家，彼此服事，赦免未盡忠的，扶持再起 

 求主給肢體勇於發揮恩賜作為奉獻，叫神得榮耀 

(二) 代禱肢體：何桂榮、黃玉燕夫婦 

〔桂榮〕感恩適應退休生活，常有神的話語提醒；身體尚算健康。 

記念在不同崗位事奉上能盡忠；短宣常青的學習和靈命的追求。 

盼讀經能深入明白神的話語。 

記念大女兒的工作忙碌及有壓力。 

記念小女兒的身體及工作前路。 

〔玉燕〕感恩身體雖然要長期服藥，健康仍保持穩定。 

記念事奉的方向及照顧家庭的力量。 

(三) 其他代禱 

1) 記念明年教會主題「使命人生、祝福萬民」及行事曆的編制。 

2) 記念教會要配合消防的工程各項的預備。 

3) 記念小太陽在烽巒國土城的事奉，求主施恩加力及看顧。 

4) 求主為屯門堂預備及感動合適新同工配搭事奉。 

5) 記念龐靜民弟兄的父親(龐兆弟兄)身體虛弱、吞嚥困難，仍需留院治療。 

6) 記念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身體情況反覆，仍需留院診治。 

 



 

 

奉獻記錄(2016年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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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43883  100 45200  5,000 46416  1,300 45152  50 其他 34 

44121  3,800 46410  5,000 宣教  45200  500     

45177  3,000 46413  500 45199  650 46412  300 奉獻總額
28,000.00 45198  200 46414  2,800 白封 4,800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0/12(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主恩滿滿 

3/12(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生日週 

3/12(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書籍分享 

3/12(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標竿人生 

4/12(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肢體交通會(服事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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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奉獻封數  102 

 

慈惠基金 

   收入 $2,250.00  

奉獻收入  $179,859.70  支出 $0.00  

支出  $210,340.09 本月結存 $2,250.00 

本月不敷  ($30,480.39)   

   承上月結存 $54,6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6,949.30  

小太陽事工  $9,075.00   

愛心代轉  $6,550.00   

    

 

財政簡報 2016 年 9 月  

奉獻封數  78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1,750.00  

奉獻收入  $155,048.50  支出 $0.00  

支出  $167,772.19 本月結存 $1,750.00 

本月不敷  ($12,723.69)   

   承上月結存 $56,9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8,699.30  

小太陽事工  $9,075.00   

愛心代轉  $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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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生弟兄  增添超過 100 本 

各類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