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籍分享【認識至聖者】               陳禮昌執事 
認識至聖者-Knowledge of The Holy是陶恕先生(1897-1963) 晚年作

品，陶恕先生被稱為「二十世紀的先知」。 若大家曾閱讀他的著作，必

然同意他有極強的屬靈洞察力，上世紀 40-50年代，他對教會的屬靈光

景，每每能一針見血地指出時代需要，教會偏差，信徒靈性病因所在，

直到今天，這些信息對基督教會仍是寶貴的真理教導。「認識至聖者」
的内容，像一杯清涼泉水，讓我們重新認識我們所相信的真神。正如書

中引言所指：「基督徒普遍都有貶低神的心態，這是今天到處罪惡如此 

猖獗的原因...重新認識神的威嚴，可以幫助我們對付這些困境」。全書

共 21個主題，都是關乎神自己的屬性；每章主題雖是獨立，但絕非「斬

件式」，乃是互相緊扣，是全豐全足，至榮 

至尊，永恆主宰的全部。每章内容論及神的

屬性均具「層次感」，帶領讀者到更高層次去

默想神自己。讓人真正認識神，而不是人云

亦云，空談無實義的基督教術語。特別當讀

到每章作者的祈禱和聖徒對神的頌讚，你的

心定必然感到，「我們的神確實偉大無比，其

大無法測度。我們只有五體投地敬拜。」正

如這書序言:若此書能有助推動我們個人對

内心的屬靈追求；若有人因讀了這本書，願

意開始以敬畏的態度去默想神，那作者寫這

書所付上的努力就不是徒然了。 

 

本周讀經：歷代志上 24 章至歷代志下 17 章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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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彭玉貞  耶穌的生、死、復活  影 音  

28/4 何桂榮  進入救恩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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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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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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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1.〔導師團長靈修交通會〕原訂今日下午2:30的交通會取消，因非執事同

工人數不足未能反映團契關顧上的守望和意見。請各團契導師、團長

及靈修部員留意群組報告。 

2.〔荃平借用本堂舉行浸禮〕今日下午本堂借出禮堂及浸池給荃平舉行

浸禮。 

3.〔長執會議〕下主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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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休假］陳家恩姊妹於4月25至30日休假，若有需要請聯絡傳道人。 

5.〔家長講座〕5月19日下午2:30-4:00，邀請李淑芳姑娘分享「知己知

彼」，歡迎邀請未信的朋友出席，特設兒童遊戲區，方便家長帶同孩

童參與。詳情參閱海報。 

6.〔夏令會〕謹訂於8月4至8日(主日至週四)假上水古洞女童軍碧溪莊舉

行，請為自己赴靈筵的心祈禱。第一階段現剩餘17個宿位，接受能參

與全營並留宿者。詳情瀏覽本堂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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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1 日擘餅主日時間調動 ) 

請準時出席九時正事奉早禱會，亦歡迎肢體們一同參與  

職 事 (21/4) 事奉人員 (28/4)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楊建君  

(復活的大能 ) 

郭偉文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 來3:1) 

講員 樊景文  黃寶玲  

主席/領詩 楊建君  龐靜民  

司琴 劉欣安  黃嘉莉、陳恩倩  

司事 王宇軒、秦麗欽  羅志芳、劉月芳  

當值/報告 何桂榮  廖玉珍  

音響 徐偉東  梁雨謙  

樓梯機操作員  黃俊傑  劉國泰  

擘餅用具預備  陳翠玲  譚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黃嘉莉、陳恩浩  黃嘉莉、陳恩浩  

幼稚級崇拜 關潔玲、張慧賢  關潔玲、張慧賢  

幼兒秩序  麥少玲  劉伙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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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陳禮昌  屬靈書籍閱讀  李御築、林敏瑩  

1/5 郭偉文  福音與差傳  -- 

祈禱會主題：擘餅崇拜   日期：17/4  出席：13 人 

一、詩歌：《平安詩集 418》 

二、經文：太 26:26-30 

三、禱告重點： 

1.求主使用屯門堂一年舉行兩次的擘餅崇拜。 

2.讓主耶穌在擘餅崇拜中得著當得的榮耀、頌讚。 

3.記念肢體參與的心，能被主的愛感動、激勵。 

4.記念肢體重視主耶穌吩咐設立的擘餅聚會，常常守著，直等主來。 

四、代禱肢體: 張寶珠、關潔玲姊妹 

[寶珠 ]感恩：一家平安，生活安好，每天有神的供應。 

代禱：有智慧及忍耐教導子女，願神感動丈夫認識福音。 

[潔玲 ]代禱：最近工作忙碌，求主加能力、智慧和忍耐完成工作。幼崇

的事奉上，求主賜智慧和愛心把聖經真埋教導孩童。為家人能信

主和回歸神禱告。 

五、其他代禱： 

1.記念已申請受浸及轉會的肢體，求主恩領長執約見及受浸班預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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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逢周四中午屯門 IVE 團契，老師學生同蒙造就。 

4.以諾團勞偉東弟兄，求主幫助有胃口進食，舒緩傷口疼痛及腸道功能

恢復，每晚安睡。 

5.曾家棠弟兄感恩報告結果已有，有待 4 月 29 日覆診日由醫生審閱，

求主保守。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7/4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人生三寶  

 4/5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獻上活祭 (二 )  

27/4 (六)  4:0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摩西為百姓代求  

27/4 (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小組 -為主改變 (二 )  

28/4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個人見證分享  

 

奉獻記錄(2019年 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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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11 100  47235 330  47311 10,000  44282 50  47314 3,000  

46158 1,100  47304 47  47312 1,500  47313 3,000  47315 100  

46908 300  47307 3,500  宣教 
奉獻總額 

35,268.10 
46914 2,000  47308 500  47223 100  白封 1,385.05  

47223 4,900  47310 1,000  白封 971  白封 1,385.05  

 
財政簡報 2018 年 12 月  

奉獻封數  114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400.00  

奉獻收入  $189,899.70 支出 $0.00  

支出  $293,255.33 本月結存     $400.00 

本月不敷  ($103,355.63)   

   承上月結存 $69,4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9,869.30 

小太陽事工  $5826.00   

愛心代轉  $500.00   

 

財政簡報 2018 年 11 月  

奉獻封數  76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123,562.10 支出 $0.00  

支出  $174,348.51 本月結存     $300.00 

本月不敷  ($50,786.41)   

   承上月結存 $69,1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9,469.30 

小太陽事工  $3884.00   

愛心代轉  $500.00   

 

2018-2019 年度奉獻收據已經開始發放，肢體可向財務組同工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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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當值 

禮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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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