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之旅」                                黃寶玲傳道 

今年教會福音旅行取名「平安之旅」，意思甚好，我們信仰中確實
有份不一樣的平安，不僅在我們裏面有功效，也願帶給未信者盼望。 

中國人的「平安」，最好是「平安無事」，外在沒有遇到危險、事
故，事事順心、順利；內在心境不被攪動、刺激，能安静安定。這
就是一般人所認為的平安。 

基督徒的「平安」是「shalom」，這字詞超越我們一般中文理解的
「平安」，是一種充滿幸福，完整又完美的和平，內在和外在的喜
悅四溢。完整的和平不單是個人與自身、與他人、與萬物、更是與
神恢復和諧完美的關係，帶來希望和能力，面對不同處境。我們得

到這樣與別不同的「平安」，全因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贖
大功，使這「平安」臨到我們身上。 

無論是現代或聖經時代的以色列人，平日都以「平安」彼此問安，
耶穌基督復活後向門徒顯現，說的第一句就是「平安」，祂對身處
動盪環境，心裏困惑的門徒帶來鼓勵，也宣告這平安與他們同在。 

「平安之旅」啟動在即，主耶穌基督對我們說「平安」。無論今次
能否親身參與，願我們以禱告交託，與主、與眾聖徒、與來賓一起

經歷這趟「平安之旅」。 

 

 

 

 

 

 

 

 

 

 

 

 

 

本周讀經：約拿書 1 章至撒迦利亞書 2 章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9/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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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何桂榮  棄假歸真  影音  

6/10 主日肢體交通會 -差傳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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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朗屏基信會基立堂負責講道聚會。  

2.〔每月一單張〕把握機會將單張送給未信主的人，傳揚主的福音。 

3.〔長執會議〕今日下午 2:30 於本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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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交通會〕下主日12:00舉行，主題「差傳與我」，祈盼全體踴躍參與。 

5.〔福音旅行〕10月1日(星期二公假)訂於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當日

9:00在教會集合，9:15乘坐旅遊巴出發，3:30回程，預計4:30返抵教會。 

6.〔婚福之道〕今日屯平舉行，主題「不住禱告：學忍耐」，聚會有夫婦

見證、聖經訓勉及分享，誠邀已婚弟兄姊妹參加。講道會後前往青葉

酒樓共膳，1:15開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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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事奉人員 (6/10)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  

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林前2:16) 

陳禮昌  

基督的義 (腓3:9) 

講員 吳笑芬  樊景文  

主席/領詩 楊家盈  吳寶婷  

司琴 黃嘉莉  楊另志  

司事 吳德生、廖綺雯  樊銘恩、羅真轉  

當值/報告 廖玉珍  楊建君  

音響 黃俊傑  龐靜民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劉國泰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黃嘉莉、陳恩浩  黃嘉莉、陳恩浩  

幼稚級崇拜 楊另志、陳恩倩  關潔玲、張慧賢  

幼兒秩序 麥少玲  劉伙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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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黃嘉莉  福音與差傳  -- 

9/10 本區差傳聯合祈禱會  (荃灣平安福音當 )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旅行   日期：25/9       出席：12 人  

詩歌：【平安詩集 437】 

經文：馬太福音 4:23，24:14 

祈禱重點： 
1. 記念他們能享受今次旅行及得著福音的好處。 

2. 記念當天的天氣，求主賜下合宜的天氣。 

3. 由於當天是國慶，求主保守活動不受示威活動影響。 

4. 記念當天要負責的弟兄姊妹，彼此配搭合宜。 

5. 記念講員的福音訊息，滿有神的恩言，讓福音種子進入每一位朋友

心裏；及見證分享中讓與會者看見神在人身上所顯的大能。 

(二)其他代禱： 

1.曾家棠弟兄感恩目前所用的標靶藥份量合適，求主繼續醫治弟兄，    

並幫助弟兄夫婦在剛開始的初信栽培中更認識神，信心穩固。 

2.摩西團陳攀進姊妹感恩藥物有效使血壓穩定，求主減少胸口疼痛。 

3.摩西團張木姊妹的丈夫(周樹有)留院休養，記念院牧的探訪，盼望

周先生能清楚信主，並有倚靠主的心。也記念張木姊妹的精神，藉

醫生所給予的藥物穩定情緖，靠主得平安。 

 



 

 

 

 

 

 

 

 

 

 

 

 

 

 

 

 

 

 

 

 

 

 

  

 

 

 

 

奉獻記錄(2019 年 9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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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旅行 

奉獻總額 

25,485.05  

47736 400  47743 700  47741 300  47439 200  

47220 6,000  47744 3,000  47748 3,000  47600 200  

47646 2,000  47746 5,400  宣教 47749 200  

47742 2,600      白封 1,385.05  477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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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求賜兩件事(箴 30:1-33) 

5/10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福音的真偽 

5/10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日常事奉 

5/10 (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美麗的家鄉(一)發掘篇 

6/10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主日肢體交通會-差傳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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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的閱讀奬勵計劃【閱讀繼
續賽「候主來」】鼓勵參與留意館內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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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2019 年 4 月 

奉獻封數  76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320,734.50 支出 $0.00  

支出  $231,386.76 本月結存      $300.00 

本月結存  $89,347.74    

   承上月結存 $70,7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1,069.30 

小太陽事工  $9,695.35   

愛心代轉  $800.00   

 

財政簡報 2019 年 5 月 

奉獻封數  71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120,731.46 支出 $0.00  

支出  $133,348.04 本月結存      $300.00 

本月不敷  ($12,616.58)    

   承上月結存 $71,0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1,369.30 

小太陽事工  $7,196.40   

愛心代轉  $1,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