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份讀經：王上、王下、何、珥、摩、俄、拿、彌、鴻、哈、番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6/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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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肢體交通會(靈命檢視) 

13/8 彭玉貞  棄假歸真  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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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同工：李肖華, 陳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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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趣味 ~ 「以色列國的小女子」  黃寶玲傳道 

「亞蘭王的元帥乃縵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大，因耶和華曾藉他使亞蘭人

得勝；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長了大痲瘋。先前亞蘭人成群地出去，

從以色列國擄了一個小女子，這女子就服事乃縵的妻。她對主母說：「巴

不得我主人去見撒瑪利亞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痲瘋。」(王下 5:1-3)  

這位小女子，人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卻被神記念。稱為小女子，年紀必

是年輕，作為婢女身份也是低微。但從她的說話中，有兩個詞語「巴不

得」及「必能」，顯出廣濶的愛心及極大的信心。 

我們都會很稀奇在一個小小年紀的人，她經歷被敵人擄去，無奈成為奴

婢，竟然對敵人沒有仇恨、對他的主人得痳瘋沒有幸災樂禍，相反地真

摯關愛乃縵，「巴不得」表示出她迫切盼望這主人能得醫治。同時，她沒

有因現今的際遇，對從前所認識的真神產生埋怨和灰心，反倒充滿對神

能力的信心「必能治好」。她真是一位「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

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最終，因這位外

邦元帥的相信及行動，使他親自經歷這位既有大能、又不徧待人的神，

令他說出「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沒有神。」 

在服事孩童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孩子比成年人更懂信靠神，孩童會為天

氣禱告，會為失物禱告，會為一些很有趣的事禱告，有家長曾說孩子會

提醒他們要禱告，要求耶穌幫助。另一方面，小孩子一天會說很討厭一

位同學，但另一天你又看見他們很快樂地一同玩耍。難怪主耶穌也願意

我們回轉像小孩，重拾一份對神的信任，對人有愛。盼望我們當中有更

多的「小女子」成為別人祝福。 

 

 



 

竹十木中十

 家事報告                                                     

1.〔宣讀本年度七月份執事會議決案，共六項〕 

 趙平弟兄按本會章程已屆退休年齡，辭任董事一職，由 2017 年 9 月 4

日起生效。 

 通過邀請彭玉貞姊妹接任教會文書一職，由 2017 年 9 月 4 日起生效。 

 通過暫時聘用外判(盛世)家居服務公司負責本堂清潔，費用實報實銷。 

 追認團契室更換膠地板，費用實報實銷。 

 通過幹事同工陳翠玲姊妹因病由本年 8 月 1 日起停薪留職。 

 通過潘就全弟兄出任為本堂長老，由 2017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鑑定期
為期一年。 

2.〔肢體交通聚會〕今天講道會後 12:00 隨即舉行(請提早五分鐘進場安靜

預備)，主題「靈命檢視」，藉此更近恩主，在一年之中央作靈命檢視，

祈盼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3.〔出擊佈道〕下主日下午 2:30-4:30 在屯門大會堂及公園佈道，凡參與肢

體請在司事枱報名，以便安排分組。 

4.〔屯門堂福建訪宣〕於 20/8-25/8 (日至五)探訪三明巿角聲華恩兒童村，

本主日下午 2:00 有營前籌備大會，參與的弟兄姊妹務必出席。 

5.〔喪事〕黃玉燕姊妹的媽媽(黃陳葉姊妹)青衣堂會友，於(星期一)零晨安

息主懷，求主安慰姊妹的家人，並記念喪事能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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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事奉人員  (13/8)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歸入基督、披戴基督) 郭偉文(祂是榮耀的王)詩 24:10 

講員  樊景文 葉帶玲 

主席/領詩  伍敏婉 趙 平 

司琴  黃嘉莉 黃嘉莉 

司事  吳德生、倪春 陳恩浩、陳攀進 

當值/報告 楊建君 廖玉珍 

音響  黃俊傑 陳肇銘 

擘餅用具預備  何玉琼 譚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樊銘恩、譚惠芳 樊銘恩、譚惠芳 

幼稚級崇拜  梁玉霞、楊另志 梁玉霞、楊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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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彭玉貞  愛惜光陰  徐偉東、楊家盈  

16/8 何桂榮  華恩基金會  黃俊傑、陳家恩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2/8)       出席：25 人 

詩歌：《跟隨耶穌》 

(二) 雪蓮花代禱： 

 記念當地(跑馬地)人能認識獨一的真神 

 求神的大能掌管這片土地及釋放他們的心，求神預備更多工人 

 求神使當地的同工有智慧及能力 

 留港期間的適應，與家人有好的相處 

 建立更好的支援團隊，求主預備一切所需 

(三) 小太陽代禱：   

 計劃 9 月往新加坡醫療進修及往台灣分享，9 月底回港短暫停留 

 感恩找到很好的語言老師，在語言學習上有新突破 

 常常遇到手機的難題，但天父卻按時預備幫手能一一解決 

 右手的神經勞損有奇妙的好轉 

 記念土城最近有示威行動，求主保守人民的平安，政府有智慧解決 

 求主賜智慧面對及跟進病友，也在醫院的醫護人員眼中蒙恩 

 求主保守每週四的全日出診探訪，往返路途有平安，遇上好司機 

(四) 其他代禱： 

1. 為兒童暑期聖經班感恩及完結後小朋友及家長們的跟進。 

2. 陳翠玲姊妹感冒未癒，仍需食藥，祈求早日康復，7/8 要到醫院作手   

術前入院檢查，求主帶領一切的安排。 

3. 求主為屯門堂預備及感動合適新同工配搭事奉。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2/8(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盼望帶來的改變 

 19/8(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萬國必因你得福 

 12/8(日)  7：30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信仰三寶(二) 

 12/8(六) 4：30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宣關大行動 

 13/8(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耶利米書(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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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當值 

吳德生弟兄 

大堂書籍推介書架，已作了更新，為期 2 個月。

鼓勵肢體在堂內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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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2017 年 5 月  

奉獻封數  69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750.00  

奉獻收入  $147,315.00  支出 $0.00  

支出  $155,579.05 本月結存   $2,750.00 

本月不敷  ($8,264.05)   

   承上月結存 $50,9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53,699.30  

小太陽事工  $10,890.00   

愛心代轉  $3,600.00   

 

 

財政簡報 2017 年 4 月  

奉獻封數  81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1,450.00  

奉獻收入  $128,133.00  支出 $2,000.00  

支出  $156,691.45 本月結存 ($550.00) 

本月不敷  ($28,558.45)   

   承上月結存 $68,2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7,699.30  

小太陽事工  $6,102.00   

愛心代轉  $11,100.00   

 

奉獻記錄(2017年 7 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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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旅行 暑期聖經班 

44593 640.00 45592 1,900.00 45613 100.00 45619 100.00 46743 210.00 

44425 5,000.00 45593 300.00 45611 500.00 45621 100.00 45601 500.00 

44681 540.00 45598 15,200.00 45614 100.00 45622 500.00 46744 500.00 

45183 3,000.00 45600 100.00 45614 100.00 感恩     

45404 250.00 45602 100.00 45615 100.00 45594 50.00 

奉獻總額 

41,650.00 

45542 450.00 45610 1,100.00 45615 100.00 45599 1,500.00 

45564 500.00 箱內 310.00 45616 100.00 45606 100.00 

45586 2,400.00 宣教 45616 100.00     

45590 2,270.00 44681 150.00 45617 400.00 慈惠 

45591 1,200.00 45599 500.00 45618 280.00 45599  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