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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讀經：詩篇 40-150 篇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4/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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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郭偉文  罪的根源  查經  

31/7 陳翠玲  罪主可怕  短講  

 

 暑期聖經班 ~小腳趾 Run Run Run         樊景文傳道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

的人。（太 19:14、可 10:14、路 18:1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感謝天父的恩典，一連四天的暑期聖經班（7 月 25-28 日）周一至

周四，明日就開始啦！ 

神賞賜我們有 30 多位孩童、18 個家庭，其中有 8 個家庭是新朋

友。求主使用我們在這個永生神的家事奉神、服事人。將家長、孩

童一同帶到主面前，未信的得聞福音，有得救的指望。已信的，被

主的真理建立及造就，一同成就神的心意。  

我們屯門堂全體弟兄姊妹都可以同心，並有份於今次的事奉，懇

請一同守望、代禱，求主使用這個聖經班，榮神益人。 

今次主題詩歌「人生馬拉松」歌詞十分有意思，大人小孩都受用，

勉勵我們在生活中要「努力」，努力向主求、努力向著目標跑、努

力為主而活、努力互勉打氣…」，是的，在處身於動盪不安的世代

中，我們正是要堅持靠主常樂、為主而活。欣悅眼見屯平很多弟

兄姊妹願意奉獻自己的時間和金錢事奉神，關懷身邊的人，投身

於人群中服事。 



 

 家事報告                                          

1〔兒童暑期聖經班〕請已報名參加「小腳趾Run Run Run」的家長留意，

為期四天的暑期聖經班(下星期一至四) 時間09:15-12:30，請準時出

席，會設有家長講座及福音聚會。 

2〔兒童暑期聖經班通告〕今天下午2:15請所有暑期聖經班的事奉人員，

一同參與大佈置。 

3〔長執會議〕本周六下午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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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會－讓主居首位〕訂於8月7至11日（主日至週四）舉行，由於

租借場地困難及基於令會更能造就全體會眾之故，今年我們的令會會

在本堂舉行，不設留宿。請預備自己赴這靈筵的心祈禱，已開始接受

報名，7月31日截止。 

5〔喪事〕李錦輝弟兄的父親(李明弟兄)於14/7(星期四)安息主懷，求主

安慰弟兄的家人，記念喪事的安排。 

6〔喪事〕曾俊強弟兄的媽媽(李薇波姊妹)安息禮訂於 8 月 1 日(星期一)

晚上八時正假紅磡世界殯儀館地下敬禮堂舉行，求主安慰弟兄的家

人，並記念喪事之安排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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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事奉人員  (31/7)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良牧耶穌) 
郭偉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詩 23:1 

講員 梁惠琼 樊景文 

主席/領詩  羅志芳 陳淑儀 

司琴 梁玉霞 梁玉霞 

司事 吳德生、林敏瑩 陳攀進、伍敏婉 

當值/報告  陳禮昌 趙 平 

音響 陳肇銘 龐靜民 

擘餅用具預備  何玉琼 譚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譚惠芳、黃嘉莉 譚惠芳、黃嘉莉 

幼稚級崇拜 楊美妹、楊建君 楊美妹、楊建君 

幼兒秩序  劉伙嬌 羅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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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何桂榮  教會夏令會  何轉枝、冼樹英  

3/8 郭偉文  福音與差傳 (朋友) 

(一) 祈禱會主題：我們的孩童     (20/7)     出席：12 人  

詩歌：《小腳趾 RUN RUN RUN》《耶穌喜愛世上小孩》     

經文：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馬太福音 18:5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 

      這樣的人。」馬太福音 19:14 

 從小認識耶穌基督為至寶貴，願意作神喜悅的事，成為一生的目標。 

 求主的慈繩愛索保守每位進入教會的孩童，得救恩，一生不偏離神。 

 使用教會常常接觸孩童，成為家長及家庭的祝福，讓主愛進入每個家。 

(二) 代禱肢體：陳翠玲姊妹、黎艷香姊妹 

〔翠玲〕 

感恩：最近健康良好；事奉和生活都經歷神的幫助。 

有姊妹愛心幫助照顧孫兒，讓女兒在沒有家傭的日子，安然度過。 

代禱：8 月份孫兒需要另外的姨姨照顧，求主幫助他能適應。 

求主保守已聘請的菲傭能盡快來港，有忠誠和愛心照顧女兒的家庭。 

〔艷香〕 

感恩：生活作息穩定，已適應女兒遷出後的生活。 

代禱：記念有好睡眠的質數；求主保護及陪伴，有平安的心過每一天。  

記念大女兒的長期失眠及求神預備給她有教會生活。 

記念在國內生活的小兒子，求主賜平安及有聽福音的機會。 

(三)其他代禱 

1) 記念夏令會的籌備，肢體們能順利申請假期，求主保守肢體能預備心靈，

享受靈筵。 

2) 記念探訪三明市兒童村的各項籌備，求主保守。 

 



 

 

奉獻記錄 (2016年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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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愛心代轉  

35702  860 44615  1,900 44346  500 44346  300 44638  500 

44301  300 44616  1,200 44478  50 44599  100     

44402  2,800 44623  450 44599  100 44623  50 

奉獻總額  

15,510.00 

44403  1,200 44624  1,300 44624  100 夏令會 

44598  820 44639  30 44640  500 35702  50 

44599  300 44641  1,300 44642  300 44640  500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3/8(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聖潔生活 

6/8(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奉獻予神？ 

30/7(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與主同受苦難 

30/7(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小組聚會 

31/7(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真‧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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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2016 年 2 月  

奉獻封數  70 

 

慈惠基金 

   收入 $2,550.00  

奉獻收入  $165,880.00  支出 $0.00  

支出  $148,900.39 本月結存 $2,550.00 

本月盈餘  $16,979.61   

   承上月結存 $45,3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7,949.30  

小太陽事工  $10,890.00   

愛心代轉  $3,000.00   

    

 

財政簡報 2016 年 3 月  

奉獻封數  74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1,750.00  

奉獻收入  $331,489.00  支出 $0.00  

支出  $180,731.59 本月結存 $1,750.00  

本月盈餘  $150,757.41   

   承上月結存 $47,9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49,699.30  

小太陽事工  $9,075.00   

愛心代轉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