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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讀經：以賽亞書全卷、耶利米書全卷、耶利米哀歌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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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郭偉文  棄假歸真  影音  

28/8 趙  平  真平安  短講  

 

 一切從禱告開始               樊景文弟兄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
了。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
的名為聖…」（馬太福音 6:5-15） 

這是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論述禱告的真理，簡單說，我們禱
告的對象是天父；禱告的目的是要更多明白天父的心意，從而
行在祂旨意裡；而禱告的態度是要謙卑順服，像蒙愛的兒女信

任祂為我們所安排的一切。回望及迎著教會種種事工的推展，迎
接新學年的開始，以此共勉。 

 禱告不是命令神．而是注重神的命令。 

 禱告不是報告．而是與神傾心吐意的交談。 

 禱告不是在改變神．而是讓神來改變我。 

 禱告不是要神遵我的．而是我要聽從神的。 

 禱告不是用言詞打動神．而是由聖靈來感動發言。 

 禱告不是利用神．而是降服自己為神所用。 

 禱告不是靠我的力量．而是靠主耶穌基督的名。 

 禱告不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是對神的全然信靠。 

 禱告不是懶惰不去做．而是按神的指示方式去做。 

 禱告不是宗教儀式．而是作為神兒女的特權和本份。 

  



 

 家事報告                                          

1〔屯門堂訪宣隊〕教會共有十八位肢體，於今天中午出發探訪福
建三明巿角聲華恩兒童村。 

2〔長執會議〕下主日8月28日下午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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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夏令會信息重溫〕教會夏令會開會禮、早、晚合共九堂的講道

信息可於本堂網頁http://www.tmpec.org收聽，其他聚會請向音
響部同工查詢。 

4〔會友大會暨肢交聚會–活祭〕9月4日講道會後舉行。 

凡屬「屯門平安福音堂」之會友務必出席及投票，議程及2015

年度核數報告已張貼於告示版，請自行查閱(以英文版為準)，並
將於當日通過議程內容。 

5〔老人院綜合佈道〕9月11日主日下午2:00-4:00輝濤老人中心綜
合佈道，請肢體一同參與佈道事工，請盡快到司事枱報名，方

便同工安排事奉。 

6［牧職神學院新院長就職禮暨開學培靈會］今天下午3:00於牧職

神學院舉行，誠邀肢體們出席，同頌主恩。新任院長為冼日新
弟兄（大埔平安福音堂長老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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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事奉人員  (28/8)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人子得榮耀…) 趙平(主在以馬忤斯) 

講員 李穎蓮 黃寶玲 

主席/領詩  黃嘉莉 麥雅慈 

司琴 黃嘉莉、陳淑儀 梁玉霞 

司事 龐靜民、譚陳翠玲 陳恩浩、何玉琼 

當值/報告  郭偉文 陳禮昌 

音響 勞錫輝 陳肇銘 

擘餅用具預備  廖玉珍 譚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麥少玲、黃玉燕 麥少玲、黃玉燕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關潔玲 楊建君、關潔玲 

幼兒秩序  羅真轉 劉伙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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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楊建君  事奉心志  梁鳳珍、蔡慶嫄  

31/8 陳禮昌  佈道心志  黎健芳、柯秀珠  

(一) 祈禱會主題：領受與立志    (17/8)   出席：13 人 

詩歌：標竿人生 (夏令會會歌) 

經文：腓立比書 2:12-13 

禱告重點 

 感動化為行動 

 短暫化為持久 

 個人化為全體 

 知識化為生命 

(二) 代禱肢體：何執好姊妹、梁寬姊妹 

〔執好〕感恩靠主有喜樂、平安，有力量返到教會。 

代求：盼望丈夫早日信主；兒子及媳婦可以認識耶穌； 

女兒們能有穩定教會生活。 

〔梁寬〕身體不適只住了 6 天醫院，可回家中休養很感恩。 

代求：求主看顧早日完全康復，很想返教會。 

(三) 其他代禱： 

1) 記念探訪福建華恩兒童村路途的平安，各肢體能彼此同心事奉。 

2) 記念教會內的漏水情況，維修和各樣的安排。 

3) 記念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已出院返家休息，求主施恩，賜  

 家人有力量照顧。 



 

 

奉獻記錄 (2016 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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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會 宣教 

44260  500 44928  5,500 44378  300 44917  500 44590  1,000 

44378  200 44929  2,700 44386  1,000 44919  1,000 44918 50 

44421  2,500 44930  17,300 44590  2,000 44922  500 44920  200 

44590  5,000 44932  1,300 44626  50 44923  500 44927  1,000 

44700  300 44944  3,600 44669 600 44924  250 44928  200 

44903  1,000 44949  1,500 44904  800 44925  100 白封 1,815 

44904  3,000 箱內 301 44913  250 44926  200 白封 1,815 

44915  1,200     44914  500 44928  500 愛心代轉 

44918 450 感恩 44916  500 44929  800 44921  500 

44924  2,000 44590  1,000             

44926  1,000 44621  50 慈惠 其他 奉獻總額 

$71,333.00 44927  1,500 44949  1,500 44590  1,000 其他 2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7/8(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蒙揀選作國民 

3/9(六) 8：0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長命千歲 

27/8(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主喜悅的工人 

27/8(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歌羅西書(查經) 

28/8(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高中、大專 兒童村 In &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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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