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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讀經：馬太福音全卷、馬可福音全卷、路加福音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9/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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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何桂榮   人死不是如燈滅  影音  

16/10 陳翠玲    財主與拉撒路  查經  

 

 心靈隨想 ~ 「工具」         黃寶玲傳道 

當你是一枝有自由意志的鎚子，一天選擇走出工具箱，四處
亂闖，亂衝亂撞的時候，將會發生甚麽事呢？你想鎚釘，釘
子給你鎚曲了；你想鎚開果仁殼，果仁給你鎚碎了；你再亂
跑時，人的腳趾給你鎚傷了！ 

鎚子啊，你縱然知道自己的用途是鎚釘子、擊破東西，但卻
不能因此自行做成一件美妙的作品啊！  

不同的工具在工具箱中，隨匠人去使用，在不同的工序上發
揮應有的功用，便可成就匠人想要做成的一件作品。  

鎚子啊，你既不用自己亂撞亂碰，安心將自己交在匠人手中
吧，發揮出的功效必比你所想的奇妙！  

人生交在主手中被神使用，才能配合神的心思意念，作成神
的巧工，成為合神心意的藝術品。另一方面，神可以用很多
不同的工具，為何用你呢？不一定是你特別合用，其中一個
原因是你自願留在工具箱裏，沒有離開，神才能用你啊！ 

 
      



 

 家事報告                                          

1〔出擊佈道〕本主日下午2:30-4:30教會鄰近佈道及個別探訪輝濤老人

中心長者，凡參與肢體請在司事枱報名。 

2〔本區差傳聯合祈禱會〕10月12日(星期三)祈禱會將移師荃灣平安福音

堂晚上7:30舉行，主題：「印」在您心，內容：海濱堂印在心事工分享，

印尼詩歌，事工進展影片、見證、印尼小食…誠邀肢體們出席。 

3〔導師團長靈修交通會〕10 月 16 日下主日下午 2:30 屯平舉行，請各

團契導師、團長及靈修部員留意。內容為各團契的靈性守望及代禱。 

4〔教會維修〕教會天花維修工程第二階段將於本周二繼續，由於天花

剝落嚴重，後堂、提摩太團契室活動室暫停開放，求主看顧一切順利、

平安，肢體能在安全穩妥中聚會。 

5〔夫婦「婚福」聚會〕11月6日第六次聚會為戶外周，地點：元朗南生

圍濕地半日遊。主日聚會後自行午膳，教會集合後出發，並會在元朗

一起晚膳，請到司事枱簽名。 

6〔喪事〕尼希米團龐靜民弟兄的哥哥龐志強先生追思會定於10月17日(星

期一)晚上8:00假紅磡世界殯儀館四樓402室舉行，翌日出殯。求主安

慰弟兄的家人，並記念喪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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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事奉人員  (16/10)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郭偉文(看見祢的救恩) 樊景文(愛,叫祢來) 

講員  鄭崇楷 林增聲 

主席/領詩  馮康寧 何桂榮 

司琴  梁玉霞 黃嘉莉、黃玉燕 

司事  吳德生、吳寶婷 黃俊傑、劉月芳 

當值/報告 彭玉貞 陳禮昌 

音響  龐靜民 徐偉東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羅真轉 

兒童級崇拜  譚惠芳、黃嘉莉 譚惠芳、黃嘉莉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楊美妹 楊建君、楊美妹 

幼兒秩序  馮美珍 羅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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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本區差傳祈禱會 -主題「印」在您心(荃平舉行 )  

19/10 樊景文  教會主日學  章惠雲、秦麗欽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 未得之民    (5/10)   出席：13 人 

詩歌：頌主聖歌 382 首 《快送光》  

經文：羅馬書 10:12-15 

未得之民 ：烽巒國 ~ 塌鼻子族 

 為到 280 萬在峰巒國的塌鼻子族 

 他們需要身、心、靈的醫治 

 求主差派宣教士能進這國家，接觸及關心他們已開放的心靈 

 興起長期代禱勇士記念塌鼻子族 

 為烽巒國有多點的平安時候禱告 

(二)小太陽感恩與代禱 :  

 兩年內的簽證能順利簽發 

 收拾行裝、當地租房、日常生活及團隊的適應 

 動盪中有平安及傳福音的機會、在當地人面前蒙恩 

 求主看顧年邁的母親  

(三) 其他代禱 

1) 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仍在九龍醫院治療，請記念伯母有胃口進食

及家人能互相配合的照顧。 

2) 龐靜民弟兄的父親(龐兆弟兄)已轉往屯門醫院康復大樓休養及治療，弟

兄的身體仍是虛弱，求主看顧保守。 

3) 章彩娟姊妹的父親(現居浙江)患有癌症，記念姊妹將回鄉探望的行程。 



 

 

奉獻記錄 (2016年10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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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32  1,600 44905  300 44983  10,000 44630  50 44392  500 

44392  11,300 44962  100 44984  300 44969  300 44672  150 

44439  2,400 44965  1,500 44985  2,260 44970  50 44969  100 

44473  460 44966  3,600 44986  3,000 44989  100 44979  500 

44521  500 44979  1,600 44987  1,000 愛心代轉  
奉獻總額  

56,301.00 
44630  200 44980  8,000 其他  44981  1,000 

44672  530 44982  4,100 其他 1.00 44982  800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2/10(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數算主恩 

15/10(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挪亞人生(二) 

15/10(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活出敬虔的真理 

15/10(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主在一生居首位 

16/10(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腓立比書(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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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奉獻封數  67 

 

慈惠基金 

   收入 $1,250.00  

奉獻收入  $130,015.00  支出 $0.00  

支出  $164,626.39 本月結存 $1,250.00 

本月不敷  ($34,611.39)   

   承上月結存 $49,6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0,949.30  

小太陽事工  $7,260.00   

愛心代轉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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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