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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讀經：路加福音 8-24 章、徒、羅、加、弗、腓、西、門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9/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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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年初二) 暫停一次  

5/2 肢體交通會(事奉心) 

 

 
 一生之計…                               樊景文弟兄 

「祂在路上，在你們前面行，為你們找安營的地方。夜間在火柱裏，

日間在雲柱裏，指示你們所當行的路。」（申命記 1:33） 

香港是個華洋共匯的地方，我們會有兩個新年，每年我們都會除舊立

新，有人每年都訂立目標，但因所計劃的在過程中有太多變數，叫所

想望的事與願違！然而，可以從另一角度看，「計劃」確實能幫助我們

朝向目標，努力奮鬥，令人生活得更有動力和意義。 

基督徒可以為自己的前路有各樣的計劃，但要知道主宰前路的是天上

的父，並且祂會走在我們前頭，引導我們。上述經文記載耶和華上帝

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為奴之地，進入所應許的迦南美地所經歷的事

蹟，祂在前面領路，在天上有雲柱和火柱作指示並保護以色列人當行

的路。 

今天祂同樣帶領著我們、走在我們的前頭，我們學習怎樣為自己計劃

前路，也要順服天父上帝的引導，安心讓祂帶領我們當行的路。一日

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勤，一生之計應該是在於「神」。 

禱告：將你心裡所記掛的、所想望的交託給主，按著祂所喜悅的心意，

祈求主加添力量，讓祂引領前路… 

 



 

 家事報告                                                

1〔執事會議決案〕2017 年 1 月份執事會没有議決案。 

2〔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青衣平安福音堂負責講道聚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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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預備了多款新春福音單張，可自由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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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交通會〕下主日 5/2 講道會後 12:00 舉行「事奉心」，內容

有專人分享激勵事奉人員的事奉心志。祈盼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6〔浸禮預告〕本堂開始接受申請受浸(包括轉會者)，凡信主清楚

得救一年以上，有穩定教會生活，可先書寫得救見證及與團契導

師交通。受浸輔導班共四課，凡申請受浸者必修，並於 3 月 19 

日前遞交申請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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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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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事奉人員  (5/2)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趙平(主坐在天上的寳座) 陳禮昌(主是我的遮蓋) 

講員  黃寳玲 樊景文 

主席/領詩  黃嘉莉 陳翠玲 

司琴  梁玉霞 梁玉霞、陳恩倩 

司事  祝世傑、劉伙嬌 黃俊傑、陳攀進 

當值/報告 彭玉貞 楊建君 

音響  徐偉東 勞錫輝 

擘餅用具預備  陳翠玲 何玉琼 

兒童級崇拜  伍敏婉、麥少玲 樊銘恩、譚惠芳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關潔玲 梁玉霞、楊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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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郭偉文  福音與差傳  ---       ---  

8/2 趙平  摩西團契  譚妙嬋、馮美珍  

(一) 祈禱會主題：靈修生活   (25/1)       出席：14 人 

詩歌：敬拜頌歌 234 首《每一日》 

經文：詩篇 63：1-8 

 求聖靈引導信徒有愛慕神話語的心，除去我們的障礙、懶惰、世界吸引、

追求享樂… 

 引導信徒每日有靈修生活，藉聖經的話語能明白神的心意，生命得造就。 

 追求屬靈的美麗人生，在世上散發基督的香氣，能榮神益人。 

(二) 代禱肢體：彭玉冰姊妹、劉伙嬌姊妹 

〔玉冰〕感恩神賜身體健康，有力量照顧家庭；小女兒能繼續上學。 

        祈求每日能夠藉神的話在生活上得力。 

求神保守小女兒有健康的身體，能完成學業。 

〔伙嬌〕感恩完成兩年短宣頌青實習課程。 

記念三月份福音粵曲佈道的學習。 

求主保守有健康的身體，能有耐性及細心照顧媽媽。 

記念兒子的工作及家庭，盼他們全家早日信主。 

記念女兒的工作，盼有健康身體及屬靈的追求。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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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引導前面的治療方向，

保守看顧弟兄的家庭。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1/2(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是苦也是甜 

4/2(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齊賀慶新年(年初八) 

4/2(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新年團拜 

4/2(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吾愛吾家 

31/1(年初四)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使命 BBQ 

 

 

奉獻記錄 (2017年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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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44136  2,800 46560  2,850 46542  50 46475  200 46559  200 

45107  250 46562  2,800 46569  500 46569  500     

45108  2,400 46568  1,000 46574  100 46575  100 

奉獻總額  

34,801.00 

46401  1,000 46569  4,251 46577  100     

46513  2,400 46570  100     退修營  

46514  5,000 46575  2,000 教會維修  46513  100 

46548  3,900 46715  1,500 46569  300 46514  100 

46556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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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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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