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讀經：以賽亞書 60-66 章、耶利米書 1-14 章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7/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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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陳翠玲  人的墮落  短講  

4/10 肢體交通會(教會一家) 

 

 我願能看見                               樊景文弟兄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人。」（羅馬書 8:28） 

最近與一位相識十多年的弟兄聚會，閒談中才知道他有先天性的

色盲，他說從來不曉得顏色是甚麼一回事，數十年生活在只有深淺色

的世界，對我來說似是回復六七十年代黑白電視的畫像。然而，我跟

他也有多處的類同，如：有父母，家人、婚姻、在香港接受中小學的

教育、曾進到社會工作、喜歡過簡單的生活、信耶穌、蒙召作傳

道…！或許其中較明顯不同的，就只是他不曉得何謂顏色！他遇到交

通燈號，也習慣了識別光亮的次序；某一些工作，如美術、醫學、化

工、電工及電信等需要依賴大量的辨色能力的工作，亦因此受限制。 

我未曾為自己從小至今享有「色彩」而感恩，偶爾因身體不適，

凍飲甜品要暫停而感到不自在！聖經教導我們，原來生活的態度是可

以調整的，基督徒內在有著不一樣的生命質素，對環境及自身所發生

的際遇可隨時「轉化」Transform，即是說，以神的眼光看事物的發

生，不致偏激，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羅馬書 8:28 所說是「曉

得」，再三提醒我們要知道因接受了救恩而必然擁有的應變能力。 

你近期面對著甚麼困惑的事呢？眼見萬事萬物，每分每秒所發生

的，引帶著基督徒的生命成長，愛主更深，與主更近，這就是說：

「我們得益處」。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荃灣平安福音堂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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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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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預備教材及膳食。 

4〔囍訊〕以諾團方志光弟兄女兒方禕禔姊妹與毛偉康弟兄於3/10(週六)

下午2:30假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7樓「小瀝源平安福音堂」

舉行結婚典禮。主人家已預備旅遊巴士接送肢體前往觀禮並往返屯

門，星期六教會1:00集合，1:15準時開車，我們衷心祝福一對新人。 

5〔出擊佈道〕10月11日下午2:30-4:30教會鄰近街頭、公園佈道，凡參

與肢體請盡早在司事枱報名，以便安排分組。 

6〔福音樂繽紛嘉年華123〕11月22日下午2:15-5:00歡迎邀請親友、街坊

同來享用福音之樂。誠徵肢體同來參與當日事奉，各盡恩賜作福音

大使。請在司事枱報名，以便安排事奉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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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事奉人員  (4/10)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成了！便是為我) 樊景文(一件美事) 

講員 黃寶玲  樊景文 

主席/領詩  麥少玲  黃寶玲  

司琴 黃嘉莉  黃嘉莉、陳淑儀  

司事 梁繼榮、譚陳翠玲  關潔玲、曾玉冰  

當值/報告  陳禮昌  廖玉珍/樊景文 

音響 勞錫輝  陳禮昌  

擘餅用具預備  何玉琼  秦麗欽  

兒童級崇拜  伍敏婉、陳淑儀  譚惠芳、黃嘉莉  

幼稚級崇拜 梁玉霞、楊家盈  楊建君、楊美妹  

幼兒秩序  馮惠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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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彭玉貞  作僕人 (下屬 )  譚妙嬋、馮美珍  

7/10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 (鄰居 )  ---      ---  

(一) 祈禱會主題：作主工人 (上司 )     (23/9)      出席：11 人  

詩歌：敬拜頌歌 237 首《憑祢意行》  

經文：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 

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羅馬書 13:1 

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 

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並不偏待人。 以弗所書 6:9 

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

上。  歌羅西書 4:1 

〔為肢體中，身份為僱主、為上司、為管理層身心靈有主恩〕 

 對神：存感恩的心，得此權柄，不是出於自己，乃是出於神 

 對人：約束自己不威嚇人、不偏待人，以公平、仁慈、誠懇對人 

 幫助神所給你的員工、下屬能向神交賬(未信的信主/信的堅固) 

 自己也是神的僕人，要向主盡忠能交賬         

(二) 代禱肢體：彭玉冰姊妹、劉伙嬌姊妹 

〔玉冰〕記念身心靈疲倦，求主賜健康的身體，有足夠的力量照顧家庭。 

        女兒(林慧慈)定期返醫院覆診，情況穩定，祈求她懂得倚靠神。 

〔伙嬌〕感恩有健康身體能照顧媽媽；求主保守媽媽獨居中有平安。 

        祈求與神的關係更密切；福音粵曲佈道訓練，求主加添記性。 

求主幫助兒媳在新居搬遷的事上能順利，盼望他們早日信主。 

求主為孫兒預備合適的幼稚園。 

感恩女兒工作穩定，得上司的讚賞，盼望在工作上有美好的見證。 

(三) 其他代禱 

1.記念明年行事曆的編排及各事奉人員的心志預備。  

2.記念 11 月 22 日福音樂繽紛嘉年華的籌備。  

3.感謝神，陳生華弟兄左腳腳趾骨折有良好進展，昨天回家休養，稍後正

式出院，記念家人的照顧。 

 



 

 

奉獻記錄 (2015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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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奉獻總額 

37,431.00 

43087  3,200 43890  5,000 43616  200 43892  200 

43616  300 43891  5,000 43834  50 白封 1,124.2 

43676  560 43895  800 43861  100 白封 1,124.2 

43863  500 43896  2,600 43862  100 白封 1,124.2 

43864  7,300 44001  2,000 43869  500 白封 1,124.2 

43869  1,000 箱內 100 43888  2,000 白封 1,124.2 

43889  100     4389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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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0/10(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生命之道 

3/10(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暫停一次 

3/10(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如何讀經(一) 

3/10(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優先次序 

4/10(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肢體交通會(教會一家) 

 

 

〔浸禮主日暨肢體交通聚會〕10月4日主日講道會後隨即舉行，

今屆四位受浸肢體：黃俊傑弟兄、陳肇銘弟兄、吳寶婷姊妹、麥雅慈

姊妹。為此歡喜快樂，誠邀眾弟兄姊妹出席觀禮，浸禮後隨即舉行歡

迎會，求主堅固他們信主的心，藉浸禮見證主愛。  

09:00-09:50  擘餅；10:15-11:30  講道會  

11:30-12:00  浸禮；12:00-13:00  肢體交通~歡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