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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讀經：結、但、何、珥、摩、俄、拿、彌、鴻、哈、番、該、亞、瑪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4/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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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肢體交通會(會友大會，會後愛筵) 

11/9 老人院綜合佈道  

 

 經文默想 ~ 活祭              黃寶玲傳道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十二 1) 

今天是堂會的會友大會，也適逢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使我們作
會友或香港公民的，可以一盡在地上的義務和責任。  而作為屬
天的子民，今天肢體交通會就提醒我們，可以將身體獻上成為「活
祭」。 

舊約中的祭牲，要被殺後才獻為祭，獻祭的目的是要與神復和。 
今天主耶穌基督已經一次獻上自己，使信祂的能與神和好，現在
是神用慈悲勸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不是「死祭」。
請注意，這裏不是說將心靈獻上，而是說將「身體」獻上。 當然，
我們「心靈」是誠實的，「身體」就自然配合。  

今天你的手、腳、口、各肢體是如何配合這個奉獻呢？ 為主生活，
為主作工，卻不一定只是勞碌作工，而是，神喜歡你作工，你就殷
勤作工；神喜歡你快跑，你就能快跑不懈怠；神喜歡你說恩言，你
就口出恩言。 這就是「活祭」，事奉、敬拜主。 否則，我們的奉
獻就是空談，不具體，不實際了。  

我們常享用天國公民的權利，現在我們又如何盡天國公民的義務
和責任，去討神喜悅呢？ 讓我們一同成為活祭吧！ 



 

 家事報告                                          

1〔宣讀八月份執事會議決案，共一項〕 

通過圖書部購置一批新圖書，費用實報實銷。 

2〔會友大會暨肢交聚會–活祭〕本主日講道會後即舉行。 

凡屬「屯門平安福音堂」之會友務必出席及投票，議程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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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敬備愛筵） 

3〔夫婦聚會〕本主日在屯平共享愛筵後為第五次婚福聚會，主題

「一根樑木：學謙和」。 

4［傳道同工休假］寶玲姐於9月10日至9月16日休假。 

5〔老人院綜合佈道〕9月11日主日下午2:00-4:00輝濤老人中心綜

合佈道，肢體若要參與佈道事工，請盡快到司事枱報名，方便

同工安排事奉。 

6〔姊妹專題小組〕9 月 18 日(下午 1:30 至 3:30 午膳/聚會），分享

主題：「婚姻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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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事奉人員  (11/9)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郭偉文(恩惠平安) 何桂榮(天上的盼望) 

講員  樊景文 樊景文 

主席/領詩  李振標 方志光 

司琴  黃嘉莉、黃玉燕 黃嘉莉 

司事  楊另志、陳家恩 樊銘恩、羅真轉 

當值/報告 楊建君 郭偉文 

音響  龐靜民 徐偉東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陳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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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  ---      ---  

14/9 黃寶玲  明年教會方向  姚麗華、郭妹  

(一) 祈禱會主題：佈道心志    (31/8)   出席：9 人 

詩歌：平安詩集 492 首 《主若今日接我靈魂》(Must I go and empty handed ) 

經文: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没有人能作    

工了。  (約翰福音 9：4) 

 有愛人靈魂的心，不忍未聞福音的人，永遠滅亡。 

 樂意將人引領到主面前，作得救的果子獻給神。 

 在日常生活中，把握機會，有智慧與人分享福音。 

 在敬虔上操練自己，對神的聖言有認真的追求，能為真道爭辯。 

(二) 代禱肢體：黎健芳姊妹、柯秀珠姊妹 

〔健芳〕 

代禱：下週會與兒女往馬來西亞探望夫家的親友，求主記念十多天的行程。 

腰患與腳患的痛楚，常帶來生活上的不便，求主醫治。 

〔秀珠〕 

感恩：蒙神的眷顧在生活供應上足夠，一無所缺。 

跌傷的腳患得以慢慢康復過來。 

代禱：祈求能有好的睡眠質素，不至影響日常生活。 

  能與弟兄姊妹一同事奉（老人院佈道）。 

(三) 其他代禱： 

1) 新學年剛開始，記念本地及將赴海外升學的弟兄姊妹，為同學和家

長們的適應及教會生活代禱。  

2) 記念教會內的漏水情況，維修和各樣的安排。 

3) 記念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的身體，伯母欠缺胃口，不願進食，   

求主施恩，賜家人有力量照顧。 

4) 記念等候工作的肢體，求主施恩帶領。 



 

 

奉獻記錄 (2016年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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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代轉  教會維修  

奉獻總額  

16,570.10 

43697  3,600 44536  200 44117  1,000 44350  1,250 

44537  30.1 44694  50 45010  1,000 夏令會 

45018  500 45020  1,250 45029  1,000 45022  250 

45025  1,000 45023  2,500 宣教  其他  

45027  2,400     45023  500 45021  40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0/9(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客旅人生作主僕 

17/9(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與神同行 

10/9(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閱讀、悅讀 

10/9(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小組聚會 

11/9(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老人院綜合佈道(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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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奉獻封數  70 

 

慈惠基金 

   收入 $2,550.00  

奉獻收入  $165,880.00  支出 $0.00  

支出  $148,900.39 本月結存 $2,550.00 

本月盈餘  $16,979.61   

   承上月結存 $45,3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7,949.30  

小太陽事工  $10,890.00   

愛心代轉  $3,000.00   

    

 

財政簡報 2016 年 3 月  

奉獻封數  74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1,750.00  

奉獻收入  $331,489.00  支出 $0.00  

支出  $180,731.59 本月結存 $1,750.00  

本月盈餘  $150,757.41   

   承上月結存 $47,9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9,699.30  

小太陽事工  $9,075.00   

愛心代轉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