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擘餅記念主         黃寶玲傳道 
在自己成長的堂會是每月一次的「聖餐」作為記念主的「捨身」及「血約」。

每次牧者都以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3-29節為核心教導，講解當中的意義，

在未受浸前已經常常參與在其中，只是未有份領餅及喝杯，但這段經文已

不經不覺熟識了，也深入心中。主耶穌基督身體如餅的被擘開，為了誰呢？

流出的血要成為神和罪人之間的一個約，為何要與我這罪人立約呢？這樣

一想，豈不感動，怎能不常常記念。神也知道我們本是太容易忘恩，這樣

作為的是要記念主自己。 

「聖餐」也由最初認為是信主的人必要參與的一項禮儀，漸次地知道自己

能參與一份的重要。受浸後更可以同領餅和杯，這個有份於同一個身體同

得一個救恩，更具體地每次從一個完整的餅中分一少片，從同一個杯中分

一少口，不單在乎形式，而是主與我，我與弟兄姊妹都有份的一種意義。

「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

領基督的身體嗎？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

這一個餅。」(林前十15-17) 

只要是基督身體，教會中的一份子，無論是一個月一次、每週一次、總不

能少了你的一份。 

 

 

 

 

 

 

 

 

 

 

 

 

 

 

本周讀經：耶利米哀歌 1 章至以西結書 19 章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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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肢體交通會 -會友大會 (愛筳 )  

8/9 郭偉文  人的代價  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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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1.〔宣讀2019年8月份執事會議議決案，共一項〕                         

通過維修後樓梯牆壁及後樓梯地下逃生門，費用實報實銷。 

2.〔肢體交通會為會友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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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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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除愛筵共享，有肢

體分享神學裝備的心志，踴躍赴會，同頌主恩。 

3.〔短宣差遣禮〕陳禮昌弟兄及黃俊傑弟兄即將開始為期兩年的短宣訓

練，他們在講道會後分享事奉心志及舉行差遣禮。 

4.〔福音旅行預告〕10月1日(星期二公假)訂於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鼓勵肢體邀請未信的家人朋友出席，名額有限，領未信者優先接受報

名，截止報名日期為9月22日，報名及詳情請參閱海報。 

5.［同工休假］景文哥於9月5至9日休假，如有需要請聯絡其他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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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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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事奉人員 (8/9)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楊建君  

(勉強有幸福  路14:23)  

郭偉文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  賽 12:2) 

講員 樊景文  梁耀權  

主席/領詩 楊建君  趙平  

司琴 黃嘉莉  楊另志、劉欣安  

司事 陳恩浩、譚陳翠玲  林志雄、秦麗欽  

當值/報告 黃寶玲 /樊景文  楊建君  

音響 王宇軒  徐偉東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陳肇銘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伍敏婉、麥雅慈  伍敏婉、麥雅慈  

幼稚級崇拜 張慧賢、陳恩倩  楊另志、陳恩倩  

幼兒秩序 黃詠嫻  馮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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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黃寶玲  福音與差傳  -- 

11 /9 樊景文  明年教會方向  李超、李玉琴  

(一)祈禱會主題：本堂長執、同工    日期：28/8  出席：16 人  

經文：以弗所書 4：11-16 
禱告重點：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祂聯

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

愛中建立自己。｣ 

行政組：景文、建君 (感恩執事們、同工同心建立教會) 

造就組：景文、建君、禮昌、寶玲 (鼓勵主日學全信徒非教即學，幼兒從

小建立屬靈生命、鼓勵及推動圖書館讀書運動，造就信徒生命) 

團契/靈修：景文、寶玲、禮昌 (鼓勵個人屬靈追求，如讀經計劃，團契

配合年題與肢體共同學習及追求) 

傳道部：偉文、景文、桂榮、寶玲、嘉莉 (記念 1/10 福音旅行、15/12 老

人院佈道福音事工及明年澳門訪宣的籌備禱告，並記念每周二的老友記

茶聚及每周四的 IVY 學生團契) 

相交組：寶玲 (求主指教更能掌握相交組的事奉範圍) 

總務組：桂榮 (記念教會的天花漏水困擾多年。另外求神興起新的執事傳

承教會聖工) 

文書組：玉貞 (感恩事奉上有肢體互相配搭，互補不足) 

財務組：偉文、玉珍 (感謝神的愛護、肢體們的信任、長執們的單純及同

心，組員彼此配搭，求神興起新的執事傳承教會聖工) 

同工：家恩 (感謝神的帶領，與肢體們配搭事奉，彼此包容及發揮所長) 

(二)代禱肢體：趙平、游玉芊夫婦 

[趙平 ] 感謝天父保守對新舊藥混合治療的適應。祈求天父恩領眼科，內科，

營養師等各項覆診。[玉芊 ] 感謝主！一家生活平安滿足。願主賜各人身心靈

繼續健壯，每天與主同行。 

(三)其他代禱： 

1.曾家棠弟兄感恩遇上好醫生，能調整藥物，盼能穩定血壓，求主保守。 

2.約書亞團何嘉允姊姊、勞家銘弟兄在 9 月 7 日及 9 月 21 日分別在新加坡及香

港舉行婚禮，榮神益人。 
 

 



 

 

 

 

 

 

奉獻記錄(2019 年 8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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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教  

奉 獻 總 額  

2 3 , 9 8 5 . 0 5  

46940 350  47541 400  47550 2,700  白封 1,385  

47106 2,000  47548 5,400  47551 500 感 恩  

47452 200  47549 3,000  47604 3,500  47659 50 

夏 令 會          

47551 3,000  4760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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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4/9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箴言歌韻 

7/9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聯團聚會 

福音的見證人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8/9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查經 (提後三 10-17) 

 

2019年度第二季主日學（中午 12:00–1:00開課 15/9;下午 2:30-3:30開課 8/9） 

《哥林多前書》                       中午班導師：樊景文傳道 

保羅針對哥林多教會當時遇到複雜的社會風氣和教會紀律問題，論及聖經教
導、神學立場及道德倫理，對今天教會及信徒仍有適切的提醒。 

上課日期：15/9/19-8/12/19 （共九課） 

信徒靈命更新課程（六）活在永恆中           中午班導師：伍敏婉姊妹 

永恆的主賜給我們永恆的生命，就是連結於創造主。本課程期望透過進深認
識和實踐與神結連，讓我們能更喜樂又切實地活在永恆主裡。 

上課日期：15/9/19-24/11/19（共八課），為方便準備印製筆記，截止報名
日期為 8/9/19  

初信栽培(一)之「耶穌是誰？與我何干？」［適合長者］中午班導師：陳禮昌執事 
耶穌是基督信仰的中心，離開了他，基督教只是一堆教條規矩。正確認識耶
穌基督能使信徒的信仰有根有基，使我們讚頌神預備的救恩奇妙全備。 
上課日期：15/9/19-8/12/19（共九課） 

《列王紀上下》續上季                         下午班導師：黃寶玲傳道 

上課日期 8/9，15/9，22/9;6/10，12/10;3/11，10/11，17/11;1/12，8/12  

 

9 月當值 

寶玲姊妹 

圖書館外書架已更新，歡迎在大堂內翻閱，
不設外借。下半年閱讀奬勵計劃現已開始
【閱讀繼續賽「候主來」】留意館內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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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