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讀經：詩篇 114 至 136 篇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30/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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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楊建君  真平安  講道  

7/7 肢體交通會 -浸禮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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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救恩，悠悠我心                        楊建君執事 

與宣關小組二十多位弟兄姊妹參觀華傳(www.gointl.org/hk)，是一趟豐

富而精彩的行程，加深我對華傳宣教異象認識，及對宣教需要的負擔。 

主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

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馬太福音 9:37-38)。未曾看見，談不上異象，

未曾認識，更談不上負擔。感謝主，感動宣教士去到不同地方，住在

未得之民中間，將基督的生命活現出來，吸引人歸向主。由宣教士親

自講述主如何帶領她們開展福音工作，尤其令人感動。 

若非宣教士親身講述，很難想像一個外來者，在佛教盛行的泰國，在

一個不起眼的小村落，她竟獲得如親人般的熱情接待，村民不僅允准

其興建基督教的宣教訓練中心，她更 

獲邀在村民親族婚禮中合照。 

主若開路，一切皆變得可 

能。人若有願作的心，神 

的恩手就可賜下恩惠。 

求主繼續賜下感動，讓 

更多信徒認識宣教，更多 

信徒關心宣教，更多信徒 

回應宣教，願福音早日傳 

遍天下，主的國早日來臨。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基信會基立堂負責講道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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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執會議〕今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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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福之道〕今日屯平舉行，主題「常常喜樂：學知足」，聚會有夫

婦見證、聖經訓勉及分享，誠邀已婚弟兄姊妹參加。講道會後前往

泰山酒樓共膳，請在司事枱報名，1:15開始聚會。 

5.〔浸禮主日〕下主日7月7日為本堂浸禮主日(浸禮程序於講道會後隨

即舉行)，本屆共有四位受浸：鄭華坤弟兄，陳改嬋姊妹、羅愛蓮

姊妹、廖綺雯姊妹。請各肢體踴躍出席，同頌主恩。  

6.〔暑期聖經班〕7月22至25日(周一至四)共4天在本堂舉辦，現已接

受報名(也可在網上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  

7.〔荃、屯合辦青少年夏令營〕7月29日至8月1日，4日3夜宿營在西

貢麥理浩夫人渡假村，現已接受網上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  

主日各聚會編排  〔擘 餅 ／ 講 道 會 ：早上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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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事奉人員 (7/7)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楊建君  

( 奇妙的交換 ) 

郭偉文  

( 若是死了 約 12:24 ) 

講員 黃寶玲  樊景文  

主席/領詩 譚惠芳  陳翠玲  

司琴 劉欣安  黃嘉莉  

司事 陳肇銘、麥少玲  王宇軒、楊家盈  

當值/報告 陳禮昌  楊建君  

音響 黃俊傑  徐偉東  

樓梯機操作員  樊銘恩  劉國泰  

擘餅用具預備  譚陳翠玲  秦麗欽  

兒童級崇拜  黃嘉莉、陳恩浩  伍敏婉、麥雅慈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陳恩倩  關潔玲、張慧賢  

幼兒秩序  黃詠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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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黃寶玲  福音與差傳  -- 

10/7 本區差傳聯合祈禱會 (荃平舉行 ) 

(一) 祈禱會主題：受浸肢體    日期：26/6   出席：13 人  

團歌：《前有一日我意立定》平 119 首  

經文：羅 6:3-11  

禱告重點：  

1.四位受浸肢體的靈性及受浸心志。  

2.存著歡喜快樂的心講述得救見證，榮耀歸主名。  

3.浸禮程序順利進行，全體會眾蒙恩得益。  

4.受浸後投入教會生活，參與事奉，建立神的家。  

(二)代禱肢體：鄭華坤弟兄、陳改嬋、廖綺雯、羅愛蓮姊妹  

[華坤] ：立志一生跟從主。  

[改嬋] ：主賜勇敢的心，能把見證經歷說得清楚，所邀請的朋友及

兒子能出席浸禮。  

[綺雯] ：有好的睡眠素質，足夠的精神。祈盼丈夫能出席浸禮及得

著神的拯救。  

[愛蓮] ：學習恆常禱告。所邀請的朋友及親友能出席浸禮。  

(三)其他代禱：  

1. 記念兒童暑期聖經班的籌備，為家長及小朋友參與的心禱告。 

2. 記念約書亞團李御築姊妹的爸爸李偉雄弟兄，求主醫治爸爸的肺炎和腸

願主又除去他一切的憂慮，堅固他的信心。 

3. 曾家棠弟兄感恩主的眷顧和帶領，等候 7 月 2 日醫生判斷和解釋報告，

盼望醫生有更好的治療方法。 

4.〔夏令會〕於8月4至8日(主日至週四)假上水古洞女童軍碧溪莊舉行，剩餘

10個宿位，現接受參與全營留宿、非全營留宿及日營者報名。請為自己赴

靈筵的心祈禱，也為兩位講員及令會籌備守望，詳情瀏覽本堂網頁。 

 

 



 

 

 

 

 

 

 

奉獻記錄 (2019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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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奉獻總額  

5,130.00 
47493 2,000  47486 500  47285 50  47485 30  

47605 2,000  47492 500  47446 50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3/7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對待敵人之道(箴 24:17-20) 

6/7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肢體與我？教會與我？ 

6/7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更上一層樓 

6/7 (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重新出發 

7/7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肢體交通會 -浸禮主日  

 

  7 月當值 

建君弟兄 

圖書館外書架已更新，特設聖經版本展示，
記念和合本聖經一百週年，歡迎弟兄姊妹在
大堂內翻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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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2019 年 3 月 

奉獻封數  110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600.00 

奉獻收入  $382,385.00 支出 $0.00  

支出  $153,117.44 本月結存      $600.00 

本月結存  $229,267.56    

   承上月結存 $70,1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0,769.30 

小太陽事工  $10,666.35   

愛心代轉  $2,000.00   

 

財政簡報 2019 年 2 月  

奉獻封數  62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87,982.00 支出 $0.00  

支出  $133,950.23 本月結存        $0.00 

本月不敷  ($45,968.23)   

   承上月結存 $70,1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0,169.30 

小太陽事工  $5,683.10   

愛心代轉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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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