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份讀經：詩篇 41-150 篇、箴、傳、歌；8 月份讀經：賽、耶、哀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9/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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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陳翠玲  大顯能力  查經  

5/8 肢體交通會 -堂慶前奏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 (鄭崇楷, 潘就全) 

傳道：樊景文、黃寶玲 

幹事：陳翠玲、陳家恩 

堂址：屯門青柏徑 6 號鹿苑高層地下(青菱徑入口) 電話：2459 3222 傳真：2452 6673 

本堂網頁 http://www.tmpec.org，電郵 tum@hkpec.org，主網頁 http://www.hkpec.org/ 

喻道故事 ~ 「小孩子的回聲」          黃寶玲傳道 

住在山間的小孩子氣沖沖地從山上跑回家，對媽媽說，剛才在山上

遇上另一怪孩子。媽媽還未問及事情的始末，孩子已急不及待

說，當自己跑在山間時，想試試自己可以有多大聲，就用最大的

聲音說：「你好嗎！」，怎料有一孩子回應他：「你好嗎！」當時

他很開心，就再問「你是誰？」，遠遠傳來的聲音反問他：「你是

誰？」他心裏不快，就說：「你為甚麼不出來？」得到的回答是「出

來。」他想是另外有一小孩子在戲弄他，就生氣地大叫：「我要打

你。」得到的回應更是氣人，那聲音說：「打你！」。 

他母親聽了，心裏明白發生甚麽事，就對孩子說道，你跑回去那同

一個地方，你要大聲說「我愛你！」看看如何。小孩子就跑去大

叫：「我愛你！」那回聲也是說：「我愛你！」，他又再說：「我

愛你！」，得來的回應也是「我愛你！」。孩子跑回來，歡歡喜喜

地對媽媽說「我愛你！」，媽媽當然也回應他說：「我愛你！」 

媽媽當刻也被提醒，愛的說話能化解怒氣，並且若要人怎樣待

你，你也要怎樣待人，包括對自己的孩子。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朗屏邨基立堂負責講道。 

2.〔婚福之道〕今日為婚福今年第二次聚會，主題「有福婚姻」。講道會後

隨即到原味酒樓共膳(需要報名)，1:00 開始聚會。 

3.〔長執會議〕今日 2:30 於本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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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每月單張〕把握機會將單張送給未信主的人，傳揚主的福音。 

5.〔肢體交通聚會〕下主日8月5日「堂慶前奏」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與，到

時有問答比賽，增加肢體對堂會認識。 

6.〔出擊佈道〕8 月 12 日下午 2:30-4:30，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參與。 

7.〔荃、屯合辦青少年夏令營〕7 月 30 日至 8 月 1 日，3 日 2 夜宿營在曹公

潭戶外康樂中心，感恩已滿額！記念出席、天氣及聚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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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事奉人員  (5/8)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郭偉文 

基督我們的生命(西 3:4) 

何桂榮 

神啊!祢的慈愛何其寶貴(詩 36:7 上) 

講員  張潔萍 樊景文 

主席/領詩  羅志芳 劉國泰 

司琴  楊另志 黃嘉莉、劉欣安 

司事  吳德生、張慧賢 祝世傑、曾玉冰 

當值/報告  黃寶玲 樊景文 

音響  劉蔚旻 龐靜民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李振標 

擘餅用具預備  何玉琼 譚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黃嘉莉、陳恩浩 譚惠芳、樊銘恩 

幼稚級崇拜  梁玉霞、關潔玲 楊建君、楊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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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教會中大大的賜福。》  

日期  負責人   祈禱會主題  代禱肢體  

1/8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 -- 

8/8 黃寶玲 感恩生活 林志雄、彭玉冰 

(一)祈禱會主題：教會中的青少年   日期：25/7   出席：11 人 

詩歌：將你最好的獻與主  (平 180) 

經文：提前 4:12；但 1:8；創 39:8-9  

禱告方向： 

 救恩：深刻清楚明白救恩寶貴之處，回應主愛。 

 立志：為教會的少年人，在信仰上有美好的心志，活出使命。 

 決不：面對世界中各種的試探、誘惑，能為主說「不」。 

 榜樣：身、心、靈日漸成熟，更成為其他信徒的好榜樣。 

 7月 30日至 8月 1日荃屯青少夏令營：求主使用當中活動及信息。 

(二 )代禱肢體：梁仕明、彭玉燕夫婦  

 感恩兩人在身心靈蒙主保守有平穩，可以繼續在不同的崗位上事奉神，

享用事奉的喜樂。 

 感謝神，兒子們有工作的恩典。 

 記念仕明弟兄 7 月 22 至 29 日到柬埔寨訪宣的事奉旅程，有主保守帶

領！ 

(三)其他代禱  
1.感恩兒童暑期聖經班「品格農莊 Summer Fun」已經完滿結束，記念為

小朋友及家長們的跟進。 

2.梁繼榮弟兄和梁冰琪姊妹之母親余錦英女士的安息禮，定於本周五 8

月 3 日晚上 7:30 假紅磡世界殯儀館二樓永康堂舉行(安息禮畢，家人

預備旅遊巴士回程至屯門區)；翌日早上出殯。求主安慰家人及記念

喪事程序安排。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1/8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靠智慧而活  

4/8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神大能的福音(三) 

人欲自救與神的救法  

4/8 (六) 5：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光輝歲光 -活力再現  

4/8 (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仇恨與寛恕  

5/8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肢體交通會-堂慶前奏  

 

財政簡報 2018 年 03 月  

奉獻封數  90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50.00  

奉獻收入  $323,170.00 支出 $0.00  

支出  $176,663.40 本月結存     $250.00 

本月結存  $146,506.60   

   承上月結存  $65,0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5,299.30  

小太陽事工  $4,855.00   

愛心代轉  $2,970.00   

 

財政簡報 2018年 02月  

奉獻封數  77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581,090.00 支出 $0.00  

支出  $181,090.23 本月結存     $300.00 

本月結存  $399,999.77   

   承上月結存  $64,7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5,049.30  

小太陽事工  $5,826.00   

愛心代轉  $1,500.00   

 

  7 月當值 

禮昌弟兄 

7-12 月新一季閱讀奬勵計劃，詳情留意圖書館

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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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記錄(2018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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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奉獻總額  

14,556.00 

46312 3,100 48015 2,000 48014 3,000 白封 971 

46359 250 48017 5 感恩 少年夏令會 

46682 660 48022 2,500 46115 100 48024 720 

46829 1,000 48023 200 48098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