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讀經：列王記下 17-25 章、以賽亞書 1-11 章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6/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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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肢體交通會  (會友大會) 

13/9 郭偉文   神造萬物  查經  

 

經文默想 ~ 奉獻與我          黃寶玲傳道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凡耶和華賜他心裡有智慧、而且受感前來做這工的，摩西把他們‧‧‧一同召來。這些人就從摩西收了以色列人為做聖所並聖所使用之工所拿來的禮物。百姓每早晨還把甘心獻的禮物拿來‧‧‧百姓為耶和華吩咐使用之工所拿來的，富富有餘‧‧‧ 因為他們所有的材料夠做一切當做的物，而且有餘。」(出廿五1、8、22、卅六2-7節錄) 今天肢體交通會的「會友大會」外，也設有「奉獻與我」的交通分享。立時想起上述經文的情景，實是吸引。耶和華神很願意住在祂子民的中間，並有交流，所以神吩咐摩西要為祂造聖所。這個地上的聖所，不像創世時，神說有就有，命立就立，不以神蹟奇事來興建，因為一切的建築材料、人並人的智慧，神已預備也賜予了。能建成聖所，只等待人甘心的回應，當日百姓的回應可以說是盛況空前。 回想一下由神曉諭摩西建聖所，到神榮光充滿的過程： 25章:神在山上講出祂的心意，摩西上山40天 32章:百姓在山下自建金牛來敬拜犯大罪，不記念真神拯救他們出埃及 34章:神再給百姓機會，再立法版，摩西又上山40天 36章:百姓醒悟過來，神赦罪，恢復關係，神同行，這時有最美的奉獻 40章:會幕建成，神榮光充滿 在曠野地，竟立起這美輪美奐的會幕，神榮光充滿，實是舉世奇事。 這正是神選民在荒蕪的地上所立起的見證。弟兄姊妹，今天無論我們在甚麽光景，神對我的心意不變，我們的奉獻如何，見證也如何。 



 

 家事報告                                             

1〔宣讀2015年8月份執事會議決案，共兩項〕 

�通過推薦何桂榮弟兄入讀短宣中心「常青」(基礎)佈道訓練課程，本年九月開始，為期四個月。 

�通過2015年9月至12月，每月撥款港幣3,500往平安福音差會，支持本地跨文化事工。 

2〔會友大會暨肢交聚會–奉獻與我〕本主日講道會後舉行。 

�凡屬「屯門平安福音堂」之會友務必出席及投票，議程及2014年度核數報告已張貼於告示版，請自行查閱(以英文版為準)，並將於當日通過議程內容。�財務組同工分享核數報告重點，設有答問時間。 

3〔喪事〕梁玉英姊妹的安息禮定於 9月 15日(星期二)晚上 8:00假沙田寶福記念館三樓 E 室福深堂舉行，翌日出殯，求主安慰姊妹的家人，並記念喪事能順利。 

4〔主日學／週三靈命操練〕青成級主日學於9月13日開課，課程詳情請參背頁。為各班導師編排課程及為自己追求愛慕主話的心代禱。參加者務必報名，以便安排課程筆記。 

5〔姊妹專題小組〕9月 20日主日(下午 1:30至 3:30午膳/聚會），主題：「美麗人生齊參與」，肢體可在司事枱報名。 

6〔恩愛夫婦日營〕10月 1日週四(公假)於屯平舉行（早上 10:00至下午
4:00），主題：「愛到白頭」葵平傳道人林增聲弟兄負責。肢體可在司事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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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事奉人員 (13/9)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郭偉文(祂已得勝！) 樊景文(我看見了…) 講員 樊景文 葉帶玲 主席/領詩 黃玉燕 勞錫輝 司琴 黃嘉莉 梁玉霞、黃玉燕 司事 馮康寧、曾玉冰 楊美妹、陳攀進 當值/報告 楊建君 郭偉文 音響 陳禮昌 龐靜民 擘餅用具預備 何玉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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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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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趙平  配 搭事奉  梁仕 明 、 彭玉燕  

16/9 樊 景文  教會主日學  陳 秉 光 、 秦麗欽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未 得之民 )     (2/9)   出席：16 人  詩歌：頌主聖歌 382首《快送光》  經文：羅馬書 10：12-15 未得之民：柏圖人 

� 3200萬柏圖人能早日認識主耶穌，求主捆綁那惡者，牠籍恐怖主義和戰爭殺害柏圖人，求主釋放人的心歸向基督。 

� 求主堅固柏圖信徒的信心，求主差遣工人，收柏圖的莊稼。 

� 求主引領有合適正直的官員處理營商簽證或語言中心福音之門。 

� 求主引導接觸當地家庭，希望可以再聯絡友人莫拉一家。 

(二) 敏、堅 記念 9月 3日穆斯林歸主者分享、求主使用聚會。 記念我們身心靈的預備，適應天氣和文化，學習當地語言，並且有同心人建立隊工，並預備當地合適業主和居所。  記念我們家人能早日歸向主；敏爸爸及堅的大家姐。 (三) 小太陽 感恩完成了台灣的述職，能與肢體們分享，當中看見神豐富的恩典。 記念肩背有舊傷患，現已跟進治療。 記念將會修讀一個按摩的證書課程，盼能順利。 (四) 肢體代禱 記念陳生華弟兄早兩天乘小巴返家，落車時跌倒左腳受傷，幸未有傷及骨骼，現今留院觀察，求主安慰及醫治，也記念家人往返醫院照顧。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2/9(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不要愛世界 
19/9(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生命之道 
12/9(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屬靈書籍分享 
12/9(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節制(小組) 
13/9(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貪心大起底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奉獻記錄 (2015年8月30日)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十一奉獻 / 常費 感恩 

43777 700 箱內 100 43609 50 

43808 30     43777 100 

奉獻總額  980.00 

 財政簡報 2015年 6月 奉獻封數  73 慈惠基金 
   收入 $1,250.00 奉獻收入  $145,703.00 支出 $0.00 支出  $135,216.05 本月結存 $1,250.00 本月結存  $10,486.95   

   承上月結存 $41,6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2,899.30 小太陽事工  $6,589.40   愛心代轉  $2,500.00   
   

 

 

 

財政簡報 2015年 5月 奉獻封數  82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250.00 奉獻收入  $195,100.98 支出 $0.00 支出  $140,009.35 結存 $2,250.00 本月結存  $55,091.63   

   承上月結存 $39,3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1,649.30 小太陽事工  $4,496.80   愛心代轉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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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第三季主日學／查經班（主日中午 12:00 – 1:00） 
耶利米哀歌（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導師：樊景文 整卷書充滿刑罰、痛苦、眼淚、絕望，然而在危機中看見神的憐憫、慈愛與盼望，引導先知繼續信靠神，傳揚神的作為。現今基督徒生活在亂世，假先知、敵擋神等等各樣苦困壓力之中，耶利米書的信息確實給我們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開到水深之處（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導師：羅志芳 承接上一季的學習，以詩歌智慧書為骨幹，在靈命操練上追求進深學習和實踐。 
保羅書信一（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導師：陳禮昌 保羅書信一 課程簡介：從保羅書信(羅，林前，林後), 認識保羅的一些教導和提醒，學習作信仰反省，更新個人信仰，努力過討神喜悅的生活。  
聖經全方位－創世記（主日下午 2:15 – 3:15）         導師：黃寶玲 創世記一章一節的第一句「起初」，硏讀創世記認識萬物、人類、罪、救贖、家庭生活、世界列國、不同語言、神選民，等等一切的起源。 更進深明白神在創造及救贖上的心意，認識人犯罪之苦。(參加者請與導師聯絡) 
[12,19/7；9,16/8；6,13/9；4/10；1,8,15/11；6/12] 共 1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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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命成長對基督徒來說是老生常談的事，個人恆常的靈修、禱告、默想、敬拜、安靜，確立了信仰核心的價值和對追求認識神的基礎，本課程透過群體學習和操練，使之愛慕神、親近神，彼此激勵及守望。 

[23/9；14,28/10；11,25/11；9,23/12] 共 7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