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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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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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 何桂榮  生命因耶穌改變  影音  

25/12 郭偉文  耶穌降生  影音  

 

 心靈隨想 ～「惠家仁」         黃寶玲傳道 

最近看到一則廣告用上「惠家仁」這個名字，當中有「惠家仁」

愈拍愈强(應指拍蟑螂)，有「惠家仁」不計勞苦，有「惠家仁」

貼身貼心，有「惠家仁」凝聚家庭温暖。要帶出一家之中總有「惠

家仁」的人。 

為家人當然是好，只是有時候見到一些家庭中的大人樣樣事不給

家中的孩子知道、參與或分擔，兒女對家沒有歸屬感。有些家庭

樣樣服侍周到，兒女成了主人，家長成了僕人。 

當稱為家人代表著一種關係，有時候住在一起的不一定真正成了

家人，不同住的也可以是家人。但假若明明住在同一屋簷下，卻

是你有你、我有我，這就不是家人關係，只像陌生人。若住在一

起只有你服侍我，我等你服侍，這不是家人，是主人與工人。若

住在一起，卻不想參與家裏的事情，這是局外人。 

在屬靈的家中，我們也常在一起，也稱為弟兄姊妹，但願我們每

一個都是「惠家仁」，你知我，我知你，家裏的事一同分擔，彼

此服侍。 



 

 家事報告                                           

1〔姊妹專題小組〕本主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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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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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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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喪事〕龐靜民弟兄的父親(龐兆弟兄)安息禮定於本主日(傍晚5:00)假紅

磡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樂堂舉行，翌日出殯，求主安慰弟兄及其家人。 

5［防備異端］若有聲稱是基督徒的陌生人或朋友，邀請你到教會以外的地

方聚會，或者在你的臉書私信或基督教臉書群組上留言，與你探討信

仰，或張貼網絡連結，請小心謹慎防備，以保護弟兄姊妹不受侵害，和

主的教會不受虧損，如有疑問，請盡速向教會傳道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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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 事奉人員  (25/12)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救主的威榮) 陳禮昌(卧在馬槽的基督) 

講員  樊景文 黃寶玲 

主席/領詩  黃俊傑 羅志芳 

司琴  梁玉霞、黃嘉莉 黃嘉莉 

司事  陳恩浩、麥少玲 吳德生、陳恩倩 

當值/報告 郭偉文 彭玉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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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敏婉、陳淑儀 伍敏婉、陳淑儀 

幼稚級崇拜  梁玉霞、楊家盈 梁玉霞、楊家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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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 何桂榮  靈命自檢  陳華隆、陸明慧  

28/12 樊景文  繼往開來  梁仕明、彭玉燕  

(一) 祈禱會主題：末世風聲   (14/12)       出席：16 人 

詩歌：平安詩集 297 首《安穩在耶穌手中》 

經文：路加福音 21:29-36；彼得前書 4:7-12 , 

 世界各地活在一片不明朗的境況下，但神仍在人的國中掌權 

 安穩在救主的話語中，憑信心確認神的定意和計劃是最美好 

 時刻要謹慎，提防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道理 

 信徒要切實的彼此相愛，忍耐等候基督再來 

(二)代禱肢體：馮康寧、梁鳳鑾夫婦 

〔康寧〕感恩早前搬屋過程蒙神的保守，在過程中夫婦都能看見神改變老我

及重新思想何謂放下，何謂依靠。 

記念女兒的工作和進修，盼身心都能應付。 

〔鳳鑾〕感恩退休後的生活仍可豐盛的過每一天，身、心、靈都有成長。 

祈求神能讓自己常在主內安靜親近神。 

(三) 其他代禱 

1) 記念週六早上摩西團粵曲佈道會的邀請工作及晚上平安夜聯團報佳音。 

2) 求主為屯門堂預備及感動合適新同工配搭事奉。 

3) 記念吳主光長老已回港；求主使用現在的舒緩治療，幫助弟兄在不同 

 崗位上繼續盡忠事奉，蒙主使用。 

4) 記念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血糖不穩定，仍需留院診治，求主堅固 

伯母信主的心。 

 

 



 

 

奉獻記錄 (2016年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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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代轉  

43918  100 46459  2,000 44118  300 44549  300 46459  500 
44118  3,700 46460  4,251 44549  700 44967  50 46462  500 

44548  870 46463  2,800 44973  50 46456  500 退修營  
44967  500 46464  1,000 46458  500 46459  500 46463  200 
45032  830 46467  500 46461  2,000 46461  500 46468  100 

46405  300 46468  2,700 46466  200 46468  800 
奉獻總額

38,712.00 

46411  1,400 46470  1,550 46469  3,900 白封 1,017 

46431  60 46471  500 其他  白封 1,017 

46456  2,000 箱內 10 其他 7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4/12(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珍貴福音、美好人生 

7/12017(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從吾珥到迦南 

24/12(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聖誕報佳音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25/12(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數算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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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當值 

黃寶玲姊妹 

閱讀奬勵計劃的收集箱已設置於圖書館， 

請於 12 月 18 日-1 月 8 日遞交。 

 

2017 年度第一季主日學／查經班（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小先知書（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導師：樊景文 
認識十二小先知書的主題和內容概論。 

門徒訓練－續上季（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導師：羅志芳 

真知道祂 – 信徒成長課程［適合初信者］  導師：梁繼榮、伍敏婉 
［信仰三寶：靈修、讀經、祈禱］透過靈修、讀經、祈禱的深化和實踐，建立和享受
與主親密的關係，讓我們更認識主；我們的生命也藉此得以逐漸成長。 

新約書信選讀［適合長者］（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導師：陳禮昌 
第一季是希伯來書，讓我們能認識耶穌基督的超越性，從中作信仰反省及實踐。  

啟示錄－續上季（主日下午 2:30 – 3:30）            導師：黃寶玲 
（１月８、１５、２２日；２月５、１９日；３月５、１２、１９日） 

等候神—靈命操練（逢每月的第二、四週三早上 9:30-11:00）  導師：羅志芳 
透過群體學習和操練，使之愛慕神、親近神，彼此激勵及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