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份讀經：撒母耳記上全卷、撒母耳記下全卷、列王紀上 1-22 章  
敬 請 留 步 ， 參 與 聚 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7/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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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陳翠玲  永恆的盼望  影音  

24/4 陳翠玲  最好的禮物  短講  

 

喻道故事 ~ 神所作的盡都美好            黃寶玲傳道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

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過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五十五：8） 

  有一艘船遇上海難，其中一人被風打到一個孤島上，海面上沒

任何的船隻，為了存活，他開始拾取飄來的木板，花了多天的時間

搭一間小屋就居住下來。天天呼求神差遣船來救他，豈料一天行雷

閃電，房子竟然就此燒毀了。他陷入痛苦絶望中，開始埋怨神連他

僅有的一點點也剝奪淨盡。 

當他擦眼淚時，無意中向海一望，不料有一艘大船駛來，他喜

出望外地被獲救上那船，船主對他說：「我們沒有料想到這小島會

有人，因為看到你的煙火信號，才知道有人求救。」這位乘客立刻

跪在甲板上禱告說：「神啊！求你赦免我埋怨祢的罪，我的小屋若

不被燒掉，他們看不見煙火，就不會前來救我了，這是祢奇妙的救

法。」 

耶穌說：「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約十三 7） 

人看為的絶路，在神手中必有出路。 



 

 家事報告                                         

1〔導師團長靈修交通會〕本主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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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夫婦聚會〕5月 1日為第三次聚會，而聚會前將共晉午餐（已報名者為準）。課程會兩年完成，內容更能具體實踐聖經教導，婚姻生活達至榮神益人。  

3〔懇親主日預告〕5 月 8 日為本堂懇親主日，早上 10:15 開始：內容有詩歌、見證、信息、會後敬備愛筵。請記念聚會之籌備及弟兄姊妹努力邀請親友，也讓教會為你的邀請同心代禱。 

4〔圖書部招募〕5月8日下午2:00需要人手重新貼上新的圖書編碼，邀請弟兄姊妹於(懇親主日愛筵後)一同參與事奉。 

5〔喪事〕摩西團蔡慶姿姊妹安息禮定於 4 月 28 日(星期四)晚上 8:00假紅磡世界殯儀館四樓 402 室舉行，翌日出殯，求主安慰姊妹的家人，並記念喪事能順利。 

6)〔荃區差傳年會〕5月 22日主日下午 3:00-5:00假葵興邨 (許大同中學)禮堂舉行，內容有宣教士述職、傳遞異象、激勵弟兄姊妹關心差傳； 當中設有四個工作坊，請肢體到司事枱上簽名並在表格上選其中兩項，方便大會安排分組，詳情請參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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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事奉人員 (24/4)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生命師傅) 陳禮昌(誰願為大) 講員 梁耀權 羅善卿 主席/領詩 伍敏婉 彭玉貞 司琴 黃嘉莉、陳淑儀 梁玉霞 司事 李振標、劉月芳 陳肇銘、黃婉冰 當值/報告 何桂榮 趙 平 音響 龐靜民 黃俊傑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陳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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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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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郭 偉 文  約書亞團契  黃 嘉 莉、劉月芳  
27/4 陳禮昌  以 諾團契  張 寶 珠、關潔玲  (一) 小太陽代禱 

� 為小太陽一連四星期遠赴「合桃城」附近去探望工場和工人們。 
� 祈求天父打開自己的眼界，看見祂放在我生命中的使命！ 
� 保守旅途中的安全和健康，能敏銳周圍的時勢，有合宜的語言和行動，與同工們有美好的相交和配搭，並能把握時機結果子！ (二 ) 肢體感 恩與代禱  
1) 記念正在考 DSE的肢體及今年大專畢業同學的前路。 
2) 記念張寶珠姊妹的母親(王秀鳳)今晨因病離世，求主安慰姊妹及家人的心。 3) 記念福音幹事陳翠玲姊妹已於星期四出院返家休息，求主看顧。 
4) 記念近期有多位肢體及其家人身體不適，特別最近流感高峰，天氣急速變化，盼望大家彼此關顧，互相守望。 

5) 感謝神，摩西團黃鈞鴻弟兄病情有改善，已返回安老院休息，記念家人及院舍的照顧。 

6) 記念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4月 18日(週一)入院處理去年大腿骨手術並換髖關節，求主保守安慰伯母及讓她親自經歷神。 

(三) 聯堂代禱消息 請記念吳主光長老的病況，經詳細檢查後，主光哥除了口水腺有一癌腫瘤外，他的肝臟也有另一個癌腫瘤，弟兄將會在瑪麗醫院診治。求大能的主保守及醫治祂忠心的僕人，並保守醫生和醫護人員對他的診斷和醫治。也請記念主光哥的家人，特別是主光嫂的健康，因她需要往返醫院照顧丈夫。 



 

 

財政簡報 2015年 12月 奉獻封數  66 慈惠基金 
   收入 $1,250.00 奉獻收入  $224,612.10 支出 $0.00 支出  $148,443.35 本月結存 $1,250.00 本月盈餘  $76,168.75   

   承上月結存 $46,8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8,149.30 小太陽事工  $5,621.00   愛心代轉  $3,000.00   
   

 

 

 

財政簡報 2015年 11月 奉獻封數  82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450.00 奉獻收入  $135,333.73 支出 $0.00 支出  $142,569.65 本月結存 $2,450.00 本月不敷  ($7,235.92)   

   承上月結存 $44,4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6,899.30 小太陽事工  $5,621.00   愛心代轉  $5,100.00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奉獻記錄(2016年4月10日)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十一奉獻 / 常費 宣教 感恩 其他 

43278  5,000 44177  1,000 43278  1,000 43278  1,000 白封 1,000 

43323  530 44338  1,000 43323  150 44175  600     

43700  3,400 44339  7,300 43997  250 44336  50 愛心代轉 

43738  2,900 44340  200 44340  100 44340  200 44344  500 

43997  2,500 44356  5,000 白封 1,815 45045  700     

44067  300 45045  700 白封 1,815 教會維修 

44132  2,700 慈惠 白封 1,815 43278  1,000 

44175  3,500 43997 250 白封 1,815 43997  200 

奉獻總額

50,290.00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3/4(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有福的確據 
7/5(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永生的確據 
23/4(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防備異端 
23/4(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讓主在你家 
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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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 年度奉獻收據已開始發放，可聯絡財務組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