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讀經：申命記 2 章-24 章；下週讀經：申命記 25 章-約書亞 13 章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7/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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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趙平  認識真神  短講  

3/3 肢 體 交 通 會 - 差 傳 與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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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來「參宣」                      黃寶玲傳道  

神定下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為聖日。如今七日的第一日是記念

主耶穌基督復活的日子，「主日」也是主救贖之工完成。使徒從

起初也是七日的第一日聚會擘餅記念主，傳講述說神救贖之恩，

開啟人認識神對萬民的心意！ 

當一個人蒙恩得救後，每主日總會想盡力來敬拜、稱頌、思念這

位大恩人！這樣就是我們信仰的全部嗎？每主日特別在擘餅時

就是在宣告一位愛世人的神，弟兄姊妹也是經歷未蒙恩前的黑

暗，現今眼睛得開有救恩盼望，才成為參與者之一。 

難得下主日 2 月 24 日是荃區六間堂會，荃、葵、屯、青、涌、

海，一同擘餅敬拜、一同宣講神要拯救萬民的心意。今年的題目

【你也是「參宣」？】而不是【你認識「參宣」】，實在很有意思。

一方面表達你是有份參與在其中，另一方面這題目是一個問號作

結，這問號也應存在我們心裏，常常問自己，我可以如何參與，

我參與了嗎，我為何要參與，我為誰要參與等等。所以，下週怎

可以少得你來「參宣」呢？ 

 

 



 

 家事報告                                                    

1.〔長執會議〕今天下午 2:30 於本堂舉行，請各長執依時出席及弟兄姊妹

為長執及會議商討祈禱，求教會的主恩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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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差傳年會〕2 月 24 日主日 9:30-12:15 假荃灣綠楊新邨廖寶珊紀念書院

舉行，主題：你也是「參宣」？若有需要駕車的肢體可以直接泊入其校

園內，每小時$16(用八達通付費)，詳情參閱海報。(本堂當天没有聚會) 

4.〔肢體交通會〕3月3日主日12:00 主題「差傳與我○1 」，盼全體踴躍參與。 

5.〔家長講座〕今年家長講座於 3 月 10 日及 5 月 19 日下午 2:30-4:00 邀請

了李淑芳姑娘分享「逆境中的小強」，詳情參閱海報。 

6.〔聯堂培靈會〕主題：竭力作神無愧的工人，3 月 14-16 日 (週四至週六）

晚上 7:30-9:30，香港培正小學禮堂舉行，詳情參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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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事奉人員  (3/3)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  

耶穌-和平之君 

陳禮昌 

免去神的忿怒(羅 5:9) 

講員  黃寶玲  樊景文  

主席/領詩  楊美妹  劉國泰  

司琴  楊另志  黃嘉莉  

司事  王宇軒、梁鳳鑾  祝世傑、張慧賢  

當值/報告  陳禮昌  楊建君  

音響  龐靜民  林敏瑩  

樓梯機操作員  陳肇銘  劉蔚旻  

擘餅用具預備  陳翠玲  何玉琼  

兒童級崇拜  黃嘉莉、陳恩浩  伍敏婉、麥雅慈  

幼稚級崇拜  楊家盈、劉月芳  陳恩倩、楊另志  

幼兒秩序  劉伙嬌  馮美珍  

 

 

周三  



 

 

 

 

 

 

 

 

 

 

周三晚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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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郭偉文 佈道生活 徐偉東、楊家盈  

27/2 廖玉珍 家庭見證 黃俊傑、陳家恩  

祈禱會主題：讀經生活  日期： 13/2   出席： 11 人 

一、詩歌：[回到聖經去 ] 

二、經文：提摩太後書 3:16-17 

三、禱告重點： 

愛慕聖經：感謝神賜下聖經，透過聖經對我們說話；  

重視聖經：看重個人靈修生活及平常的讀經生活；  

學習聖經：看重在教會主日學或其他神學課程中的學習；  

遵行聖經：常常思想主的話，決心遵行聖經的教導和吩咐。  

四、代禱肢體勞錫輝、梁紫紋夫婦： 
感恩：諾同和以信也健康快樂地成長。我們的工作也穩定順利。  

代求：記念偉東叔手術後傷口的康復。紫紋的爸爸早日認信歸主，
保守媽媽的健康和規律的生活。  

五、其他代禱： 

1.逢周二下午(3:15)舉行「老友記查聚」記念已認信之老友記的栽培及堅
固他們的真理基礎。 

2.逢周四中午屯門 IVE 團契，老師學生同蒙造就。 

3.時值流感高峰期，求主記念各人健康，患病肢體早日康復。 

4.差傳年會守望當日的天氣，整個主日聚會的程序，宣教士的分享，
肢體間的配搭服事，出席者的心靈預備及賜平安腳步。 

5.以諾團勞偉東弟兄手術後的傷口嚴重潰瘍及疼痛，求主施恩醫
治。  

6.求主保守曾家棠弟兄往後跟進治療。 

 



 

 

 

 

 

 

  2 月當值 

倪春姊妹 

 

圖書館新一季閱讀奬勵計劃「閱讀接力賽」

詳情請參閱館內宣傳，活動日期為 2019 年

2-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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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3/2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種瓜得瓜(箴 10:1-14) 

2/3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神的恩慈與嚴厲  

23/2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摩西頌歌  

23/2 (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小組：為主改變  

24/2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荃區差傳年會 

 

奉獻記錄 (2019年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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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06 300  47139 1,200  47155 5,000  47101 50  48050 300  

46913 1,500  47141 500  48286 200  46959 200  白封 971  

46959 600  47143 100  48300 4,400  47137 500  白封 2,770  

47101 650  47145 1,000  48311 1,700          

47135 3,000  47147 1,200      感恩 

奉獻總額  
42,591.10 

47136 1,400  47148 6,000  愛心代轉 47011 50  

47137 2,400  47151 1,000  47146 500  47136 200  

47138 2,100  47152 1,400  47154 200  48050 1,200  

 
財政簡報 2018 年 10 月  

奉獻封數  81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20.00  

奉獻收入  $155,596.00 支出 $0.00  

支出  $166,655.85 本月結存     $320.00 

本月不敷  ($11,059.85)   

   承上月結存 $68,8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9,169.30 

小太陽事工  $4,855.00   

愛心代轉  $0.00   

 

財政簡報 2018 年 09 月  

奉獻封數  115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50.00  

奉獻收入  $269,946.00 支出 $0.00  

支出  $175,001.88 本月結存     $250.00 

本月結存  $94,944.12   

   承上月結存 $68,5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8,849.30 

小太陽事工  $4,855.00   

愛心代轉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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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