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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讀經：約翰福音全卷、馬可福音全卷、馬太福音全卷、路加福音 1-7 章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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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趙  平  神是愛  短講  

29/1 (年初二) 暫停一次  

 

 有一種愛                                  樊景文弟兄 

早前聽過一首近期創作的基督教詩歌「活出愛」，歌詞如下：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測不透，摸不著，卻看得見； 

因為有祢，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我們的成長，大多是領受、要求、佔有的愛，直至為人父母，才漸漸知

道何謂「付出及犧牲」，有云「養兒方知父母恩！」這並非單是感覺，

而是人生一種體驗，是愛的反省和實踐。 

愛是有感染力的。如同燃料持續地製造出能量，產生動力，將一些停滯

著、放慢著或拖延著的器具徐徐向前推進；愛能醫治及安慰，不管友情

或家庭，隨著時間過去，經過分享逐漸轉化成為連結。雖然人世間每段

愛都有轉變，但可變得剛強和燃亮；有些會消逝，但可懷緬和歌頌，有

些卻永存心中！ 

耶穌的愛激勵著我們，因神就是愛，也叫世人得知何謂真愛，及如何活

出愛！耶穌有赦罪之恩，祂應許常與我們同在，遙盼天家，同時也活在

當下，感恩歌頌、傷心難過、或心靈經過幽谷，靠主定必如鷹展翅上騰，

眼淚得以抹乾。使徒保羅亦有相似的經歷：「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

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家事報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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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春互勉〕新春期間到長輩和親友家中拜年，要說合宜的祝賀語，把

握機會分享主恩和主愛，勇於見證主，盼望他們都得著屬天真福。教

會預備了新春福音單張，可自由取用。 

3〔不羞愧的交賬〕吳主光弟兄培靈講道會《屬靈路線的實踐》，連續三晚

培靈會信息已經上載教會網頁「聚會重溫」內 www.tmpec.org，肢體可

在網上重溫信息。另外，若有肢體為過往三晚的培靈會奉獻，可交本堂

代轉聯堂；若直接給聯堂，請用以下抬頭：（三晚聚會總支出(以培正小

學兩晚為主)約為 HKD55,000）  ‘平安福音堂聯合事工委員會有限公司＇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Joint Services Committee Ltd’ 

4〔喪事〕摩西團蔡慶嫄姊妹安息禮定於今天晚上 6:30 假九龍殯儀館三樓

光大堂舉行，翌日出殯，求主安慰姊妹的家人，並記念喪事能順利。 

5〔喪事〕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姊妹)於 1 月 18 日早上安息主懷，求

主安慰姊妹及其家人，並記念喪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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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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事奉人員  (29/1)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主是安慰) 趙平(主坐在天上的寳座) 

講員  羅善卿 黃寳玲 

主席/領詩  勞錫輝 黃嘉莉 

司琴  黃嘉莉 梁玉霞 

司事  吳德生、羅真轉 祝世傑、劉伙嬌 

當值/報告 何桂榮 彭玉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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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少玲 伍敏婉、麥少玲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關潔玲 楊建君、關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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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彭玉貞  靈修生活  彭玉冰、劉伙嬌  

1/2 郭偉文  福音與差傳  ---       ---  

(一) 小太陽代禱 

 以謙卑和開通的心靈來認識烽國的文化和處事方式，烽語的運

用，已開始學習書寫。 

 醫療事工的開展並在醫院眾人面前蒙恩；希望能找到一張理想的按    

摩床。 

 祈望我們所接觸的對象甚至在夢中遇見祂。 

 透過語言助手，可以探訪當地家庭。 

 感恩在當地有機會接觸烏族人。 

 記念天氣嚴寒，身體患上感冒。 

 家居牆內水管裂開，浸濕部份地毯。 

 求主保護家鄉的媽媽和家人，心柔軟、靠恩主。 

(二) 其他代禱 

1) 求主為屯門堂預備及感動合適新同工配搭事奉。 

2) 嚴秀容姊妹已順利完成換右膝全關節置換手術，已出院回家休

息，求主保守姊妹的康復，記念家人的照顧。 

3) 記念吳主光長老的身體，求主保守弟兄採用的舒緩治療，叫他靠

主仍有足用的恩典作服事。 

4)  記念李錦輝弟兄的健康，身體會容易疲累，求主看顧保守。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8/1(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年初一 (暫停一次) 

4/2(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齊賀慶新年(年初八) 

28/1(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年初一 (暫停一次) 

28/1(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小組聚會 

31/1(年初四)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使命 BBQ 

 

 

奉獻記錄 (2016 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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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代轉  宣教  教會維修  
46503  500 46535  3,800 46547  100 46503  50 44553  1,000 

45179  3,000     46557  100 44220  500 感恩  

43698  3,800 退修營  40583  100 白封 1,017 45156  50 

40583  200 44553  100 46541  200 白封 1,017     

46539  1,000 46553  100 46552  200 白封 1,017 
奉獻總額  

24,968.00 
46550  1,300 40583  100 46540  500 白封 1,017 

46549  2,800 46535  400 43698  1,000     

 
財政簡報 2016 年 10 月  

奉獻封數  92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4,250.00  

奉獻收入  $239,274.00  支出 $0.00  

支出  $185,822.39 本月結存 $4,250.00 

本月結存  $53,451.61   

   承上月結存 $58,6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2,949.30  

小太陽事工  $7,260.00   

愛心代轉  $5,000.00   

 

財政簡報 2016 年 9 月  

奉獻封數  78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1,750.00  

奉獻收入  $155,048.50  支出 $0.00  

支出  $167,772.19 本月結存 $1,750.00 

本月不敷  ($12,723.69)   

   承上月結存 $56,9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8,699.30  

小太陽事工  $9,075.00   

愛心代轉  $2,600.00   

 

 
本月當值 

陳禮昌弟兄 

大堂增設書架作書籍推介，提升閱讀興趣，書籍

每 2 個月更新一次，只供堂內閱讀，不設外借。 

閱讀奬勵計劃今天公佈及頒奬。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提前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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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