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 迎 首 次 參 與 崇 拜 的 來 賓  21/05/2023 
 

本 週 讀 經  約伯記 27 章  – 詩篇 7 章 

聖 經 機 編 號  4 6 3 - 4 8 5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何桂榮，陳禮昌 

傳道：樊景文(義務)、黃寶玲 

堂址：屯門青柏徑 6 號鹿苑高層地下(青菱徑入口) 電話：2459 3222 

本堂網頁 http://www.tmpec.org，電郵 tum@hkpec.org，主網頁 http://www.hkpec.org/ 

使人同得拯救                                                                   黃嘉莉執事 

當思想到摩西是埃及王子，本來可以享盡一切在皇宮的榮華富

貴生活，他卻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放棄自己的地位，也

蒙受殺人罪名，被埃及法老追殺。神悅納摩西的心，呼召他去拯救

以色列人，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進到神為他們預備的流奶與蜜

之地，實現神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應許！ 

今天，神同樣已拯救我們，祂也很願意藉着我們使更多人得着

拯救、進到祂為人所預備的永恆國度。你也渴望你的至親好友從罪

中被拯救歸向神嗎？神曾經給我一個意念提醒我，當主再來，神要

施行審判，信主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受刑。這時我的一個親人對

我說，「為甚麼你從來沒有向我講過福音？我已經沒有機會了！」

這是多麼震撼的一幕，使我有愧於主、有愧於我的親人！求主感動

我們，為人靈魂得着拯救而着急！ 

6 月 4 日是教會的福音主日，大家可以先把想邀請的對象放在私

禱裏，也可以向肢體提出一同為對象禱告，相信神必悅納我們的

心！今年暑期聖經班也是一個機會，使更多人認識神。若你身邊有

認識的小朋友及其父母，不妨大膽地向他們作出邀請，讓小孩子來

到耶穌跟前，從小明白真理，使他們走當行的路！願主使我們成為

多得人的教會，祝福萬民！阿們！ 



 

  ［事奉人員禱告會 8:30 開始〕 
〔擘餅  9:00 開始〕；〔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 10:15 開始〕 

Zoom 直播安排，可於聚會前 10 分鐘登入，安靜預備  

職事 21/5 事奉人員 28/5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有祢我心滿足」約 16:31-33

樊景文 

「服事人的耶穌」 
何桂榮 

講員 劉克華 黃寶玲 
主席/領詩 廖玉珍 黃玉燕 

司琴 陳恩倩 劉穎同 
當值/報告 郭偉文 吳寶婷 
司事/防疫 陳翠珍/彭玉貞 馮惠宜/廖玉珍 

音響 馮康寧 陳家鏞 
樓梯機 陳肇銘 樊銘恩 

擘餅用具 何玉琼 陳翠珍 

兒童崇拜 楊建君、黃嘉莉 楊建君、黃嘉莉 

幼兒崇拜 關潔玲、劉月芳 關潔玲、劉月芳 

兒童秩序 蔡順嫻 劉伙嬌 

主日福音聚會 (副堂舉行) 早上 10:15 開始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21/5 耶穌是大醫生 陳禮昌 
28/5 應許之鑰 郭偉文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寶玲姐今早到塘尾道平安福音堂講道。 

2.〔長執會議〕下主日下午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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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聖經班 ~ 追蹤十架Adventure〕7月24至27日(周一至四)共4天在本堂 

  舉辦，現已接受報名，也可用QRcode網上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 

4.〔福音主日 ~ 家‧添愛〕6月4日主日崇拜，弟兄姊妹繼續邀請親友參加。 

  鼓勵先為對方禱告，可在事司枱或海報上的QRcode填寫代禱資料，將在 

  禱告會中為邀請對象提名代禱，  

5.〔聯堂培靈會〕主題：火的試驗‧十架歸路，6 月15-17 日 (四至六） 

  晚上 7:30-9:30，講員蘇穎智牧師，將以實體及網上直播舉行。請為大會 

  講員及一切安排事宜禱告！由於場地座位有限，請各位到場者必須網上 

  報名: https://forms.gle/yRPCQwkXZs8cigK27，截止報名6月4日額滿即止先 

  到先得！直播詳情稍後公佈。 

6.〔聚會時間更改〕擘餅聚會時間已更改為早上9:00開始，事奉人員祈禱 

  會於8:30開始。崇拜聚會時間不變。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forms.gle/yRPCQwkXZs8cigK27


 

 

 

 

 

 

 

 

 

 

 

 

 

 

 

 

 

 

 

 

 

 

 

 

 

 

 

 

 

 

    

 

 

 

 

  

〔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有現場及 ZOOM 同步聚會〕 

為神國、神家、肢體的需要代求 

《祈求主藉着禱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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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楊建君 兒、幼崇拜 馮康寧、梁鳳鑾 

31/5 陳禮昌 福音主日 陳華隆、陸明慧 

(一) 祈禱會主題：祈禱生活          日期：17/5               出席：17 人 

(二) 詩歌：【當你求】 

(三) 經文： 以弗所書 6:18-19 

(四) 禱告重點：祈禱成為生活，靠着聖靈 

1. 隨時 : 時時， 不論時間、地點、 形式 + 常規禱告 

2. 多方 :  禱告祈求，為眾聖徒祈求、也為我祈求 

(五) 代禱肢體： 

世傑弟兄：感恩： 公司新合約續約成功，不用轉公司， 還有工作做； 

 身體尚算平穩，有精神返教會敬拜。 

代禱: 因公司人手不足，以致同事們工作繁忙，休息不足，令到同事身體

出現問題， 易出意外，求主保守平安。盼望父母能有健康身體，因媽媽

獨力照顧爸爸。 

玉琼姊妹：感恩： 每天只工作三小時，能夠自由参與教會聚會； 在工

作中神預備一個好拍檔； 媽媽有哥哥的照顧，不用自己掛心。 早前申

請到免費肺癌測試，5 月 20 日下午，去港怡醫院做檢測。 

代禱:  身體最近有較多的問題出現，求主賜忍耐智慧的心，去處理自己

身體的問題； 除睌上工作三小時外，有時要陪同老爺奶奶覆診及買物

資，求主賜體力、愛心、耐性照顧兩老； 盼望女兒海玲和她的奶奶能夠

融洽相處，期盼孫女能夠活潑健康成長。  

(六) 其他代禱： 

1. 求主興起教會工人，預備合適的同工配搭服事。 

2. 屯平蒙主恩 35 年，弟兄姊妹積極回應神大愛，參與各項活動。 

3. 記念梁玉霞姊妹的媽媽黃妹的病情，求主讓她得著拯救。 



 

團契聚會  

27/5(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短講：天國的比喻-四種心田 

3/6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座談：王的講論系列 (二)  

王更高的律法標準 

27/5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查經：征服迦南(6) 

27/5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分享+工作坊：如雲彩見證(1) 

28/5 (日) 12:00 中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書籍分享：唯獨聖經(一) 

 

 

 

奉獻記錄以網頁資料為準，如有查詢，請聯絡財務組同工。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郵寄地址：屯門青柏徑 6 號鹿苑高層地下 

UG/F, Look Yuen, 6 Tsing Pak Path, Tuen Mun, NT  

奉獻記錄 (2023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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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愛心代轉 

49752 3,500  50481 2,500  50336 1,000  50206 500  50421 1,000  

50206 4,500  50482 9,000  50424 400  50424 100  50472 2,000  

50336 4,000  50501 8,000  50426 3,000  50426 1,000  
奉獻總額 

41,650.00 
50473 440  箱內 150  50474 300  50473 60  

            50501 200  

 

2023 閱讀奬勵計劃：【季季喜閱】詳情參看圖書館海報。 

2023 年下半年 6-12 月 ：【屯平讀書會】計劃，同讀 

「聖經的 16 堂人生學」，參與者可在司事枱報名。 

5 月當值 

倪春姊妹 

財政簡報 2022 年 1 月 財政簡報 2023 年 2 月 

收奉獻：69 封 慈惠基金 收奉獻：69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80,987.98  收入 $500.00 奉獻收入 $118,120.00 收入 $500.00 

支出          $188,867.03 支出 $4,000.00 支出          $170,771.98 支出 $4,000.00 

 本月不敷 ($3,500.00)  本月不敷 ($3,500.00) 

本月不敷     ($7,879.05) 承上月結存   $73,819.30 本月不敷 ($52,651.98) 承上月結存   $70,319.30 

 累積結存       $70,319.30  累積結存       $66,819.30 

其他代收 :   其他代收 :   

愛心代轉    $3,500.00   愛心代轉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