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份讀經：士師記全卷、路得記全卷、撒母耳記上、下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9/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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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彭玉貞   誰造？  影音  

16/7 何桂榮  罪的根源  查經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  (鄭崇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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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主門徒                                 樊景文傳道 

在四卷福音書裏不難發現，耶穌曾以不同的方式呼召人來跟隨

祂，主耶穌親自訓練他們，長時間的陪伴和教導。自從我們信主

開始，傳道人及導師勸喻我們要跟從基督，學習放下及捨棄世上的

事物，過著為主而活的生活；對我們來說，與神建立深厚感情，

在群體中彼此互動，不斷學習成長。所以，個人靈命培育與教會

團契生活是息息相關的，沒有一人可長期留在「孤島」生活。 

 

 

 

 

 

 

親愛的弟兄姊妹，聖經的話語是真實的，有安慰和提醒、也有勸化

和警告。在末世的日子，人是專顧自己，不喜歡真理，甚至基督徒

也會如此！我們應當更加殷勤，持守所信的真道，在這黑暗的世

代，為鹽為光，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靜候主臨。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

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

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

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腓立比書 2:14-16) 



 

竹十木中十

 家事報告                                                     

1.〔荃區聯合差傳祈禱會〕12/7(星期三)祈禱會將移師荃灣平安福音    

堂晚上 7:30 舉行，主題：「中國教會 2030 的挑戰」，講員：鍾

國良長老(平安福音差會總幹事)，誠邀肢體出席同心禱告。 

2.〔兒童暑期聖經班預告〕「Amazing Power 大追蹤」7 月 24-27 日   

(星期一至四) 時間 09:15-12:30，對象升 K2-P4 小朋友。本堂小

朋友預留時間及邀請親友同學出席，並設家長講座及福音聚會，

今天截止報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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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港幣 2,800 元，名額：25 人。詳情請向傳道人查詢，

請記念各樣的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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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事奉人員  (16/7)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楊建君(阿爸，父) 樊景文(祂活...活在我心) 

講員  樊景文 張潔萍 

主席/領詩  方志光 馮康寧 

司琴  梁紫紋 黃嘉莉、陳恩倩 

司事  李振標、曾玉冰 吳德生、梁鳳鑾 

當值/報告 趙 平 陳禮昌 

音響  陳肇銘 龐靜民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何玉琼 

兒童級崇拜  黃嘉莉、陳恩浩 黃嘉莉、陳恩浩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關潔玲 楊建君、關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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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本區差傳聯合祈禱會 (荃平舉行 )  

19/7 黃寳玲  暑期聖經班  楊建君、楊美妹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5/7)      出席：16 人 

詩歌：《請差遣我》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1：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

靈，並充足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裏，為你們的緣故

是怎樣為人。」 

(二) 小太陽代禱：  

 暑夏的體力，有智慧和恩典去保養 

 語言學習有突破；時間的安排 

 同事們的安全；本地兄姐的成長 

 學習繁殖蘆薈 

 媽媽更深經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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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團黃玉燕姊妹的媽媽（黃陳葉姊妹）因年老身體機能衰竭， 

 現於仁濟醫院留醫，記念家人的心情。 

3. 陳翠玲姊妹完成化療後專心在家休養，已可除下頸箍生活，星期五週

會骨科覆診，請記念受傷位置能早日痊癒。 

4. 記念黎健芳姊妹左膝仍有疼痛及紅腫，會提前 13/7 返醫院覆診，   

求神施恩，保守看顧。 

5. 吳火車弟兄(吳寶婷姊妹的爸爸)情況有反覆，記念家人的照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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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兩種不同的看法 

 15/7(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信心頂峰的考驗 

 15/7(六)  7：30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信仰三寳(一) 

 15/7(六) 4：30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突破職場人際障礙 

 16/7(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耶利米書(查經) 

 

奉獻記錄(2017 年 7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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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代轉 

44637 200 45546 200 46483 1,330 44637 300 43548 500 

45363 300 45558 400     45490 50     

45417 8,000 45560 1,400 宣教 45512 100 

奉獻總額 

23,010.00 

45436 300 45561 30 45545 100 45556 400 

45442 6,000 45562 500 45556 100 45557 200 

45544 1,200 45563 100 46483 500 45559 100 

45545 200 46446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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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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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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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2017 年 3 月  

奉獻封數  95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000.00  

奉獻收入  $345,449.50  支出 $2000.00  

支出  $227,768.70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117,680.80   

   承上月結存 $68,2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8,249.30  

小太陽事工  $4,068.00   

愛心代轉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