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份讀經：林前後、帖前後、提前後、多、來、雅、彼前後、約一二三、猶、啟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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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陳翠玲  人死不是如燈滅  影音  

19/3 郭偉文  未雨綢繆  查經  

 

 經文默想 ~ 「保羅的感謝神」     黃寶玲傳道 

我靠著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

(羅一 8) 

這句經文若這樣說成「我為你們感謝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天下。」這也

不失原有的大部份意思，但卻失了部份保羅在信仰中對感恩的思維。 

向正確的對象說多謝是很重要的，保羅清楚羅馬信徒能有信德傳遍天

下，是因神的緣故，不是出於人的能力，不是保羅的能力，不是羅馬人

傳道的能力。一件在信仰中的美事能成就，看見的是神能力的彰顯，要

多謝參與在其中的神，感謝能讓人也有份於這件美事。 

其次保羅說「感謝我的神」，這有何特別之處呢？我們會常說「感謝神」，

若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也許我們能說「感謝我的神」。但羅馬信徒的信

德傳遍了天下，保羅卻能說「感謝我的神」。這話表明他內心和神那種個

人化親密的關係，不停留於理性上認同這是神作為。另一方面，羅馬教

會不是保羅在旅行佈道中建立的，但保羅就是能見到大家都是同一位天

上的父親，弟兄姊妹無論多遠只要有豐盛，就要感謝自己的父親。這種

與神關係的深化及宏觀的感恩，是保羅常有的。 

最後，保羅為別人感謝神是「靠著耶穌基督」，人能向神獻上感恩、禱告，

全因人神之間的中保耶穌基督，罪人本身是不配面向神、稱謝神，必須藉

著耶穌基督。人人都可以心中有神，多謝神，但我們信仰中，不能缺少的

就是「耶穌基督」我們才能向神說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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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元朗平安福音堂負責講道聚會。 

2〔聯堂培靈會信息重溫〕連續三晚培靈會信息已經上載教會網頁  

「聚會重溫」內 www.tmpec.org，肢體可在網上重溫信息。 

3〔喪事〕徐水棠弟兄的父親(徐元傳弟兄)上週一清晨安息主懷，安

息禮訂於3月26日 (星期日) 下午5:00假大角嘴楓樹街一號九龍殯

儀館三樓慈光堂舉行，翌日出殯，求主安慰家人及親友。 

4〔浸禮預告〕本堂開始接受申請受浸(包括轉會者)，凡信主清楚

得救一年以上，有穩定教會生活，可先書寫得救見證及與團契導

師交通。受浸輔導班共四課，凡申請受浸者必修，並於 3 月 19 

日前遞交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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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事奉人員  (19/3)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耶穌進了聖殿) 楊建君(坦然進入至聖所) 

講員  曾惠芳 樊景文 

主席/領詩  麥少玲 廖玉珍 

司琴  梁玉霞 黃嘉莉、楊另志 

司事  陳肇銘、章彩娟 梁繼榮、倪 春 

當值/報告 何桂榮 郭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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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嘉莉、陳恩浩 黃嘉莉、陳恩浩 

幼稚級崇拜  楊家盈、陳恩倩 楊家盈、陳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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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黃嘉莉  約書亞團契  廖玉珍、彭玉貞  

22/3 楊建君  提摩太團契  周惠玲、曾玉冰  

(一) 祈禱會主題：我們的教會      (8/3)        出席：9 人 

詩歌：《合而為一》  

經文：約翰福音 17：1-26 

1) 信徒看教會為屬靈的家 (提前 3:15) 

2) 信徒在各樣的恩賜下，各盡其職，彼此相助，建立教會 (弗 4:11-16) 

3) 合一的見證，樂意顧念別人（林後 9:6-11） 

4) 主興起那些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信徒，承傳主道 

(二) 代禱肢體：李玉琴姊妹、譚陳翠玲姊妹 

〔玉琴〕感恩丈夫和女兒有恆心親近主，倚靠主，並有穩定的教會生活。 

代禱：近日天氣變化影響氣管，出現氣喘和作悶。 

丈夫時有皮膚痕癢，影響情緒，求主醫治。 

女兒身體有退化跡象，影響行路不夠力，特別上落樓梯，求主顧念。 

〔翠玲〕代禱：自己能好好善用時間。 

暫居兒子家中照顧孫兒，盼孫兒身體健康，聽教聽話。 

(三) 其他代禱 

1. 同工陳翠玲姊妹明日下午約見浸會醫院腫瘤科醫生，求主賜智慧給醫

生，能有準確的判斷。 

2. 感謝神，同工李肖華姊妹腰痛已減輕，痛點分散在不同位置，已開始做

物理治療及運動訓練。 

3. 記念有意申請受浸的肢體，樂意見證基督。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5/3(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戶外週 

18/3(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信心之旅(四) 

18/3(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人物素描 

18/3(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祝福別人 

19/3(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耶利米生平 

 

 

奉獻記錄 (2017年3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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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惠  

44424  2,500 45277  2,125.5 44324  200 44995  1,000 44995  1,000 

44995  5,000 45278  8,000 44508  100 45206  500 46516  250 

45162  200 45281  1,500 44995  1,000 45276  100     

45261  300 46402  2,500 45206  3,000 46516  250 

奉獻總額  

44,035.50 

45264  1,400 46440  500 45273  80     

45265  1,100 46477  1,300 45274  80 教會維修  
45267  200 46477  500 45276  300 45206  1,500 

45272  3,800 46516  3,000 46543  50 46516  300 

45275  400             

 
財政簡報 2016 年 10 月  

奉獻封數  92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4,250.00  

奉獻收入  $239,274.00  支出 $0.00  

支出  $185,822.39 本月結存 $4,250.00 

本月結存  $53,451.61   

   承上月結存 $58,6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2,949.30  

小太陽事工  $7,260.00   

愛心代轉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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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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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奉獻年度」截數日期為 2017年 3 月 26日（主日）下午二時，往後所收
奉獻將撥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計算；另外，代轉予機構及肢體的金額不會列入
奉獻收據之內，敬請留意。 

     

     

本月當值 

倪春姊妹 

大堂書籍推介書架，已作了更新，為期兩個月。

鼓勵肢體在堂內閱讀，不設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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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