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28/3/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士 12-14 士 15-18 士 19-21 得 1-4 代上 1-3 代上 4-6 代上 7-9 

聖經機編號  223-225 226-228 229-232 233-236 339-341 342-344 34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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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煉作精金 莫成廢鐵                         郭偉文執事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約伯記  
23:10)  

有一位父親，沒有讀過太多書，但他一生努力工作，且學了一門技能，
並建立了一家工程公司，雖不至於大富大貴，卻可供他一家過着舒適
生活，並且一對兒女也學有所成。  

大兒子大學畢業後，經父親建議，加入其一手創立的工程公司。想不
到兒子很快就答應了，父親歡喜極了。父親希望兒子能承繼父業，把
這小小的家業發揚光大。父親把他的經驗傳授給兒子，且因本身學歷
有限，從前一些專業工序不能參與，現在可寄望兒子透過進修去完成
這個專業資格，對兒子個人和公司發展都會帶來好處。 

父親對兒子滿有期望，把面前應該走的路，指示給他兒子，旁人聽了
都以此為美，也羨慕他兒子能得到父親的真傳，因為這是一條正確的
路，兒子毋須走太多寃枉路。   

過了一段日子，父親開始對兒子的工作表現極其失望，且失去耐性，
責備兒子對工作沒有承擔感，也不按自己所指導的路去走，且偏行歪
路。這時兒子回應父親説：「我知你恨鐡不成鋼，但有條鐵總好過無
呀！」。  

很多基督徒單是要主的愛、主的救恩和祝福，口裏常説很多頌讚的話，
但心裏就不願意委身，走在主所指示的路上，卻喜歡按自己的意願，
過一個合乎自己心意的信仰人生。若要被主所用，煉淨成為精金，這
條路真是不好走啊！  

能成一條鐡總好過作為塵土，基督徒若有這樣的心，要留意一件事：
鐡最終會生銹腐蝕，淪為廢鐵！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荃灣平安福音堂負責講道。 

2.〔月禱會〕請弟兄姊妹留步一同為教會、社會、肢體禱告。  

3.〔長執會議〕主日 3 月 28 日下午 2:30 Zoom 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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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餅主日預告〕 4 月 4 日安排，09:30-10:00 默念主愛-影音(黃寶玲) ; 

10:15-10:40 詩歌+擘餅(楊建君)；10:40-11:20 講道(樊景文) ;  

11:20 家事報告(黃寶玲) 

5.〔肢體交通會預告〕4 月 4 日，主題「讀經計劃」，內容：肢體讀經心得

分享，分組彼此交通勉勵代禱，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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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事奉人員  (4/4)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 

「因主活著，我們也要活著」約 14:19 
(默念主愛-影音)黃寶玲  

講員  黃寶玲  
(詩歌+擘餅) 楊建君  

(講道) 樊景文  

兒童崇拜  樊銘恩、麥雅慈  劉國泰、徐偉東、黃嘉莉  

聚會及抗疫措施 3 月 17 日更新：  

鑒於疫情反覆，政府再延長撤消宗教活動中群組聚集的豁免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教會配合公眾利益，在上述期間停止一切實體的聚會。  

 

2021 年第一季 ZOOM 主日學  

主題:【詩篇】選讀「上行之詩」         導師:樊景文、黃寶玲傳道  

日期:1 月 10,17 日、2 月 7,21 日、3 月 14,21 日、4 月 11,18 日 (共八課) 

時間:主日下 2:30-3:30；詳情:參閱網上宣傳海報；報名:屯平網頁上報名 

 

主題:【在恩典中活出今天--摩西五經】         導師:伍敏婉姊妹  

日期:1 月 31 日開課，2 月 21,28 日、3 月 14,21,28 日、4 月 11,18 日 (共八課) 

時間:主日正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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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黃寶玲  教會主日學  李超、李玉琴  

7/4 黃嘉莉  福音與差傳  -- 

(一)祈禱會主題：本堂長執、同工    日期：24/3     出席：27 人  

詩歌：【作聖工靜聽這奇妙迭事】平安詩集 421 

經文： 10 上帝把他豐富多樣的屬靈恩賜分給了你們各人，你們要好好運用
這些恩賜，彼此服侍。

 11 你有宣講的恩賜嗎？如果有，那你在宣講的時
候，就要像上帝正通過你來講話一樣。你有幫助人的恩賜嗎？如果有，
你就要用上帝所賜的一切力量和能力去幫助人。這樣，你們所做的一切，
都會藉著耶穌基督使上帝得到榮耀。願所有的榮耀和能力都歸給祂，直
到永永遠遠！阿們。(彼得前書 4:10-11 新普及譯本) 

禱告重點：  

1. 為傳道人在講台上宣講神的信訊，滿有神的恩言來餵養群羊。  

2.為執事們的愛心恩賜服侍主、有美好的靈性、互相配搭、彼此相助、
一同帶領眾肢體建立基督的身體。  

3. 為同工兼顧教會各樣大 /小事務，求主加姊妹靈力及體力。  

(二)代禱肢體：余家駒、陳秉光弟兄 

[家駒]感恩：近期身體健康，能間中到樓下公園做運動。  

代禱：希望疫情盡快過去，重返屯平聚會。  

[秉光]感恩：自己及家人有健康。為神所用傳福音，腳患舒緩、在小許不
適下神施恩的手可出隊並完成佈道。。  

代禱：下週二屯門站出隊是首次輕鐵佈道，求主引領預備福音對
象、與佈道隊同在、加能賜力，記念一位蒙神愛、福音時歸回的簡
先生、賜我智慧、使用福音喜訊、引導他更認識神、重新建立關係。 

(三)其他代禱：  

1.曾家棠弟兄夫婦：記念弟兄近日食慾不振，十分疲倦，祈求大能的
天父看顧保守，生命有指望。賜恩給燕玲姊妹，身體健康，從主得
力照顧家庭。  

2.請為蔡俊諾(蔡富華弟兄的兒子) 祈禱，他昨天 27/3 打球的時候突然
心臟停止跳動，急救送去屯門醫院深切治療部，暫時情況嚴重。請
為他代禱，他現有發燒，要呼吸機幫助呼吸，心律不正，可能是心
臟問題。希望盡快找出源頭根治。希望慢慢減藥，他清醒過來，不
需借助呼吸機，能自行呼吸，求神幫助，加力給他快快康復。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Zoom 視像聚會) 週會主題  

10/4(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靈程日誌分享  

3/4(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末世中的世情  

3/4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毋忘主愛  

3/4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耶穌受難是為了你  

4/4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肢體交通會 

 

本堂「奉獻年度」截數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28 日下午二時，往後所
收奉獻將撥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計算；另外，代轉予機構及肢體的金
額不會列入奉獻收據之內，敬請留意。 

在暫停聚會期間，若有奉獻請以支票郵寄回教會。如有任何查詢，請致
電教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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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當值 

寶玲姊妹 

疫情下教會圖書館仍然開放借閱，請致電

教會有人就可回來借還。  

奉獻記錄(2021 年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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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恩  

奉獻總額  

3 0 ,9 0 0 .0 0  

48744 2,100 49003 1,000 48409 200 48409 500 

48961 15,300 49004 2,000 48410 300 48410 900 

49001 500 49005 5,000     49005 500 

49002 600 49036 2,000         

 
財政簡報 2020 年 10 月 

奉獻封數  41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231,000.00 支出 $0.00  

支出  $185,662.51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45,337.49   

   承上月結存 $88,0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069.30 

小太陽事工  $5,972.00   

愛心代轉  $1,000.00   

 

財政簡報 2020 年 11 月 

奉獻封數  44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391,250.00 支出 $0.00  

支出  $149,344.61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241,905.39   

   承上月結存 $88,0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069.30 

小太陽事工  $4,995.00   

愛心代轉  $2,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