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24/10/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路 16-19:27 約 4-6 約 7-9 約 10-12:11 太 21-24 太 25-27 可 11-13 

聖經機編號  989-992 1001-1003 1004-1006 1007-1009 950-953 954-957 96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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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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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福音聚會                         樊景文傳道 

約翰福音 4:21 耶穌說：「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因為父
要這樣的人拜祂。」這節經文可以譯作「在聖靈和真理的敬拜」，整個
崇拜對象是我們的主，祂配得一切受造之物來敬拜，在崇拜中祂更是被
殺羔羊，是大祭司。因此對我們來說，崇拜中我們只是參與者，必須放
下自我、放下我們想要得甚麼，或想要做甚麼等等的慾望，並要完全降
服在耶穌裏。換句話說，崇拜最終是神得着我們的身、心、靈(即整個人)，
神得着滿足，神用祂的話使我們更認識祂，成就祂的旨意，就是我們得
着真正滿足、安慰、鼓勵、喜樂及屬天盼望。  

在崇拜聚會中我們與神相遇，祂藉着聖靈光照我們，將我們內心的隱情
與罪惡顯露。順服聖靈的人，生命得以改變，更像主、更榮耀主。這才
是崇拜真正目的和意義。經文中，那婦人回應耶穌說：「我知道那稱為
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耶穌說：「這和你
說話的就是他！」(4:25-26) 耶穌使婦人認識到他就是救主，也解答她
信仰上的難題。 

屯平在本年 11 月 7 日開始，每個主日上午 10:30 至 11:15 開設「主日
福音聚會」，歡迎慕道及初信朋友出席，一同領受福音真理，在聖靈和
真理中與神相遇。聚會內容有詩歌、福音信息、分享與祈禱。該聚會也
是為不久將來的「副堂崇拜」作準備，兩項事工都需要弟兄姊妹代禱，
為自己領人歸主的心祈禱，為肢體配搭事奉的心禱告。祈盼各人不論靈
命深淺，每主日都在聖靈和真理中敬拜神，得着從神而來的活水生命。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上水平安福音堂負責講道聚會。 

2.〔短宣畢業典禮〕感恩，陳禮昌弟兄及黃俊傑弟兄完成兩年短宣訓練。畢

業禮謹訂於今日主日下午三時假觀潮浸信會舉行。由於防疫之故，出席

人數受限制，未能招待所有教會肢體。屆時可按下列直播視頻連結觀禮，

同頌主恩，榮耀歸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l4iai1T3-0  

3.〔婚福聚會改期〕 原定今日"Zoom 分享聚會"，現改為 11 月 7 日主日下午

4:30 舉行。內容為感恩分享，之後分組禱告。歡迎屯平夫婦加入婚福 

whatsapp 群組以彼此連絡，查詢可聯絡景文哥。 

4.〔肢體交通會〕11 月 7 日主日崇拜後舉行，主題「末世同心‧活祭同行」
見證分享。預備一年中經歷神恩的見證，彼此生命的分嘗。  

Zoom 直播安排，可早 10 分鐘進入，安靜預備   

〔擘餅 9:30-9:55〕；〔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 :10:15 開始〕  

〔事奉人員禱告會 :9:00 開始〕  

職事  (24/10)事奉人員 (31/10)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順服無底線」腓 2:8 

楊建君  

「主的釘痕」約 20:24-25 

樊景文  
講員  鄭崇楷  黃寶玲  

主席/領詩 吳寶婷  劉蔚旻  

司琴 陳恩倩  劉欣安  

司事 黃玉燕、黃詠嫻  鍾少榮、羅志芳  

當值/報告 彭玉貞  廖玉珍  

音響 馮康寧  林敏瑩  

樓梯機操作員  陳肇銘  樊銘恩  

擘餅用具 陳翠玲  何玉琼  

兒童崇拜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幼兒崇拜  楊另志，張慧賢  楊另志，張慧賢  

兒童秩序  馮美珍  羅真轉  

主日福音聚會-生命多麼好  

日期  主題  形式  負責人員  

7/11  決勝在起點  (一) 座談  陳禮昌  

14/11  決勝在起點  (二) 座談  陳禮昌  

21/11 脫胎換骨  影音  何桂榮  

28/11 生命的蛻變  查經  郭偉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l4iai1T3-0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Zoom 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為神國、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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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 樊 景 文  家 庭 祭 壇  方 志 光 、 陳 淑 娟  

3/11 何 桂 榮  福 音 與 差 傳  - -  

(一)祈禱會主題：金 錢 運 用       日期：20/10     出席：18 人 

詩歌：【每一日】《敬拜頌歌 234》 

經文：箴言 22:4：馬太福音 6:19-24、馬可福音 12:41-44 

(二)祈禱重點： 

1. 弟兄姊妹有從神而來的智慧運用金錢  

2. 存知足的心，作主忠心的好管家  

3. 存感恩的心，萬物都是屬於主  

4. 甘心樂意為主捐獻，慷慨施予 

5. 善用神所賜予的金錢  

(三)代禱肢體: 祝世傑、何玉琼夫婦 

[世傑]感恩有工作。身體沒大礙，9 月打疫苗也平安。  

[玉琼]感恩早前小中風有驚無險，現需吃降膽固醇藥。女兒海玲雖然早產，
母女平安。 

(四)其他代禱:  

1.記念大堂天花再次出現滲漏，且日趨嚴重，求主看顧保護，盡快找出漏
水源頭及維修。 

2021 年第三季主日學 

主題：【在恩典中活出今天--摩西五經】（三）【敬拜獨一、信實的主】（民、申）          

日期：9 月 12,26 日、10 月 10,17,31 日、11 月 14,21,28 日、12 月 12,19 日(共十課)  

時間：主日正午 12：00 禮堂上課                           導師:伍敏婉姊妹 

主題：【詩篇】選讀「大衞的金詩」              導師：樊景文、黃寶玲傳道 

日期：9 月 12,19 日、10 月 10,17 日、11 月 14、21 日 (共六課) 

時間：主日下 2:30-3:30 Zoom 上課  

報名：屯平網頁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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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教會同工。) 

奉獻記錄(2021 年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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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24 500  49589 12  48999 1,000  49593 300  49525 300  

48999 2,000  49590 10  49424 1,000  49699 500      

49101 5,000  49592 3,000  49524 500  愛心代轉  奉獻總額

17,122.000 49424 2,000      49525 900  49591 1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7 月 

奉獻封數  64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000.00 

奉獻收入  $143,570.00 支出 $0.00  

支出  $178,593.98 
本月結存        

$2,000.00 

本月不敷   ($35,023.98)   

   承上月結存 $88,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0,319.30 

小太陽事工  $5,982.00   

愛心代轉  $4,90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6 月 

奉獻封數  53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19,538..00 支出 $0.00  

支出  $170,579.48 本月結存        $0.00 

本月不敷   ($51,041,48)   

   承上月結存 $88,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319.30 

小太陽事工  $3,988.00   

愛心代轉  $1,100.00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3/11(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人之初? 

6/11(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異端揭秘  

30/10(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破繭而出(2) 

30/10(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感恩見證  

31/10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生日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