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19/9/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結 46-48 但 1-3 但 4-6 但 7-9 但 10-12 拉 1-3 拉 4-6 

聖經機編號  848-850 851-853 854-856 857-859 860-862 404-406 40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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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轉身心靈之旅                      黃寶玲傳道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 10:15) 

有甚麽可以攔阻我們報福音、傳喜信呢？是疫情嗎？是人數限制嗎？是
口罩嗎？或者轉個角度問，有甚麽可以幫助我們報福音、傳喜信呢？會

否同樣是疫情嗎？是人數限制嗎？是口罩嗎？  

疫情下，我們的朋友都被困在香港，不能外遊，這是否好機會可以邀約
見面，並發出邀請，來教會度過一個既開心、又有義意的假日下午呢？ 

至於入場人數有限制，讓我們醒覺要趁時，以免失去機會。主提醒我們
「趁着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

了。」 (約 9:4) 

為免疫情經飛沫傳播，帶口罩已成了香港人近年來的生活常規，大家也
曾一度盡量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影響所及，教會的出擊佈道、福音
聚餐、各類佈道聚會皆要擱置。但口罩也曾經是最有效打開福音話題的
工具，在極度缺乏的日子，當時口罩有餘的可分給一個人、兩個人，絶
對是祝福的行動，是應該做的事，不少教會趁時將口罩連同福音單張送
出，實踐愛心傳遞。 

這次「玩轉身心靈之旅」嘉年華，將會藉着不同的攤位內容，傳遞基督
信仰是對全人的關懷。在開始的首一小時，更有今昔屯門的集體遊戲，
及有專人用魔術作佈道橋樑，與會眾互動交流，在輕鬆的氣氛下，引導

失喪的靈魂思想人生及信仰問題。  

嘉年華多采多姿的內容，正符合保羅所說，「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
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

前。」 (西一 28）。不可少的，是大家的邀約、參與和代禱。  

 



 

 家事報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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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福音嘉年華〕10月1日(周五公假) 下午2:30-5:30主題【玩轉身心靈之旅】，

內容有魔術佈道信息、集體有奬遊戲、特設多個配合主題的項目、另設

兒童手工、攤位遊戲等豐富內容。詳情請參閱網頁海報，已預備小量印

刷單張，以供邀請。在疫情下聚會人數有所限制，請務必報名，額滿即

止。可填寫此電子表格 https://forms.gle/dEybJJ2tM4KCXLG59 或向同工

報名。 

3.〔防疫指引〕根據給宗教聚會的健康指引，在堂會內應避免家庭聚餐的形

式及避免一起進食，以保持良好的個人衞生及免疫力。宗教儀式一部分

的食物或飲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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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事奉人員  (26/9)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知足了」詩篇 65:4 

郭偉文  

「先發愛人」約壹 4:19 

楊建君  
講員  樊景文  黃寶玲  

主席 /領詩  彭玉貞  李肖華  

司琴  楊另志  黃嘉莉  

司事  陳家鏞、葉曉彤  譚陳翠玲、馮美珍  

當值 /報告  廖玉珍  陳禮昌  

音響  王宇軒  馮康寧  

樓梯機操作員 黃俊傑  陳肇銘  

擘餅用具  秦麗欽  陳翠玲  

兒童崇拜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陳恩浩，李御築  

幼兒崇拜  楊家盈，劉月芳  楊家盈，劉月芳  

兒童秩序  劉伙嬌  譚蕙珊  

 

https://forms.gle/dEybJJ2tM4KCXLG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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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廖玉珍  討神喜悅  何桂榮、黃玉燕  

29/9 陳禮昌  福音嘉年華  -- 

(一)祈禱會主題：約書亞團契   日期：15/9  出席：24 人 

詩歌：【我服事祢】《敬拜頌歌 205》 

團訓： 約書亞記 1:7    團歌：至於我和我家 

(二)祈禱重點: 

1. 團友能像當日約書亞一樣，被神揀選承傳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的職事，
帶領教會。 

2. 忠心於聖經的教導，不以世間小學去帶領教會。 

3. 願神祝福團友的事奉，大大得著屬靈的好處。                                 

(三)代禱肢體: 勞偉東、李肖華夫婦 

[偉東]感恩：身體平穩，能恆常參與教會聚會。兒子一家在澳洲順利安頓。 

代禱：盼腸道功能可以恢復正常。身心靈靠主得力。 

[肖華 ]感恩：常經主豐富的恩典。 

代禱：心靈能常常親近主，倚靠主。九月份上一個全日制課程，求
主加力。10 月 12 日往醫院做一個甲狀腺治療，之前要食兩個星期低
碘餐，求主幫助。 

(四)其他代禱: 

1.福音嘉年華的預備 

2. 為編排明年教會行事曆各樣準備、副堂崇拜開展的準備 

3. 大堂天花經修補後，再次出現滲漏，且日趨嚴重，求主看顧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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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參閱網上宣傳海報 
報名：屯平網頁上報名  
 



 

難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5/9(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無所不能的神  

1/10(五)  2:3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福音嘉年華  

25/9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不信叛逆承受惡果  

25/9(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活祭動力 -啟示錄 21:1-8 

26/9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個人生活 inner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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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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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90 600 49659 3500 49041 300  49659 500  49526 900  

49176 500 49660 3910 49526 300  49660 100  49654 300  

49653 100  49663 20000 49654 500      奉 獻 總 額  

3 4 , 0 1 0 . 0 0  49654 500  49664 2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5 月 

奉獻封數  59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22,590.00 支出 $0.00  

支出  $160,617.63 本月結存        $0.00 

本月不敷   ($38,0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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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2021 年 4 月 

奉獻封數  56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96,270.00 支出 $0.00  

支出  $180,681.21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15,588.79   

   承上月結存 $88,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319.30 

小太陽事工  $6,979.00   

愛心代轉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