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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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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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郭偉文  脫離憂慮  查經  

2/10 肢體交通會  (差傳與我二) 

 

 聖經趣味 ~ 「大人物背後小人物」      黃寶玲傳道 

瑪挪亞夫婦是誰？士十三章 他們就是聖經中一位失敗者的父母，若你

從小在基督教學校或教會長大，必定認識參孫。士師記來到參孫的年
代，以色列民已經落在最黑暗、被敵人轄制最長的日子，甚至弱軟到

沒有因困苦而呼求耶和華，但神依然興起士師幫助以色列打擊仇敵。

參孫雖然是失敗，但神還是用得著他父母，在黑暗中配合神的工作。 

瑪揶亞夫婦又是舊約中蒙神恩才能懷孕的夫婦，他們對這次經歷及耶

和華使者，有些不準確及錯誤的觀念，卻還是聽從及尊敬。先是妻子

從使者口中得知自己將要懷孕，而且不是一般孩子，乃是要作拿細耳
人(分別為聖)，要拯救以色列民。她也被吩咐自己要謹慎，清酒濃酒

不可喝，不潔的不可吃。這婦人對使者並沒有反駁，只將所聽的告訴

丈夫，但卻不提這兒子將會拯救以色列民這一點，以乎對兒子能在這

黑暗世代被神使用有點保留。瑪挪亞也立即祈求耶和華，想得指示如

何養育這孩子，若現今作父母的也有此心就必蒙福，神也應允他的禱

告。之後神的使者教導他要獻祭給神，不是款留他，當敬重的是神自

己。當使者與祭壇上的火焰一同上升後，瑪挪亞就誤以為見到神就必

要死，他妻子卻更明白神不是要殺他們，而是有責任託付他們，首先

是自己分別為聖，同時幫助兒子成為拿細耳人被神使用。 

這對夫婦活在信仰黑暗的日子中，但當神介入他們的生命時，即便當

中有不少顯出對神無知的地方，卻也顯出他們對神的鄭重，被神使用、

蒙神記念。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上水平安福音堂負責擘餅及講道。 

2〔肢體交通會〕下主日講道會後12:00隨即舉行，主題「差傳與我二」，

探訪福建三明兒童村及小太陽分享，祈盼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3〔本區差傳聯合祈禱會〕10月12日下週三祈禱會將移師荃灣平安福音

堂晚上7:30舉行，同心為本區的宣教士祈禱，誠邀肢體出席。 

4〔每月一單張〕把握機會將單張送給未信主的人，傳揚主的福音。 

5〔出擊佈道〕10 月 9 日(主日)下午 2:30-4:30 屯門大會堂平台佈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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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浸禮借堂〕下主日 10 月 2 日(下午 1:30 開始)元朗平安福音堂借用本

堂舉行浸禮，請弟兄姊妹留意。 

7［同工休假］李肖華姊妹於22/9-28/9休假，如有需要請聯絡其他

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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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事奉人員  (2/10)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陳禮昌(天父早預備) 楊建君(主啊，是我麼？) 

講員  黃寶玲 樊景文 

主席/領詩  林敏瑩 梁玉霞 

司琴  黃嘉莉 黃嘉莉、陳淑儀 

司事  關潔玲、陳恩倩 祝世傑、譚妙嬋 

當值 彭玉貞 黃寶玲 

報告  彭玉貞 樊景文 

音響  黃俊傑 陳肇銘 

擘餅用具預備  譚陳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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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伙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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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趙  平  教會擘餅崇拜  吳德生、陳攀進  

5/10 黃寶玲  福音與差傳 (未得之民 )  ---      ---  

(一) 祈禱會主題：明年教會方向     (21/9)   出席： 10 人 

詩歌： 不住祈禱 (平安詩集 405) 

經文： 箴言三 5-6 

禱告重點： 

1) 仰賴主賜下合適屯門堂弟兄姊妹同行方向的年題 

2) 全體能同心、齊心跟隨主的心意而行 

3) 有目標、有使命，成為基督精兵  

(二) 代禱肢體：梁喜歡姊妹、張木姊妹 

〔喜歡〕感恩：神賜健康、平安，能穩定返附近教會崇拜。 

代求：有恆心每星期持續在社區中心做運動，而未信主的 

      兒媳、孫兒早日信主。 

〔張木〕感恩：右膝蓋康復良好；胃部照鏡後報告無礙，主賜平安。 

        代求：29/9 博愛醫院覆診，求主賜好醫生能安排做左膝蓋 

             手術。又求主保守每天出入平安，早日回教會聚會。 

(三) 其他代禱 

1) 教會於明天開始一連四天維修工程，求主看顧一切順利、平安， 

   肢體能在安全穩妥中聚會。 

2) 吳寶婷姊妹的父親(吳火車弟兄)於 16/9 因發燒入了屯門醫院，昨

天出院，弟兄身體虛弱，求主安慰，賜他倚靠主的心，家人也懂

得如何照顧和陪伴。 

3) 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已轉往九龍醫院護理，請記念伯母有胃

口進食，及家人能互相配合的照顧。 

4) 陳秉光弟兄的太太(伍美蓮姊妹)日前跌倒受傷，記念姊妹的康復。 

5) 翠玲姊妹左手腕關節發炎，已看醫生及做物理治療，盼早日痊癒。 

 



 

 

奉獻記錄 (2016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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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總額  

13,740.00 

43743  3,000 44945  5,000 44999  1,500 44622  50 

43902  100 44946  500 其他 44947  40 

44602  250 44950  500 44942  1,300 44999  1,500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8/10(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數算主恩 

1/10(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挪亞人生(一) 

1/10(六) 8：00 早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戶外週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2/10(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肢體交通會(差傳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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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奉獻封數  87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750.00  

奉獻收入  $218,154.75  支出 $0.00  

支出  $158,286.69 本月結存 $2,750.00  

本月盈餘  $59,868.06   

   承上月結存 $50,9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3,699.30  

小太陽事工  $10,890.00   

愛心代轉  $3,6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