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5/12/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徒 21:17-24 徒 25-28 門1，西1-2 西 3-4 弗 1-3 弗 4-6 腓 1-4 

聖經機編號  1039-1042 1043-1046 
1133,1108-

1109 
1110-1111 1098-1100 1101-1103 1104-1107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 (鄭崇楷，潘就全) 

鑑定長老：何桂榮，陳禮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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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長老的心聲                               何桂榮弟兄  

感謝神的恩典！從 1979 年決志信主，深感自己既然蒙了拯救，便認定
需要回報主的愛，立志一生事奉主。  

自從一家人於 1991 年搬入屯門後，開始在屯平聚會。雖然當時兩名女
兒年幼，家庭擔子不小，仍然不忘事奉主；故此先後在團契，兒童及
少年人的主日學中參與事奉，其後在教會的事奉中，深感自己聖經裝
備不足，便去參加教會的主日學，神學院舉辦的晚間神學課程等等，
裝備自己更好地服事神。  

2008 年起我加入執事會，與眾執事一起配搭事奉，讓我進深學習待人
處事。同工們在事奉上的忠心、擺上、謙卑、信心、愛主和愛弟兄姊
妹的心，成為自己的榜樣。  

自 2015 年退休後，投入教會事奉較多，期間報讀了短宣中心三年半的
常青佈道訓練課程，讓我在靈命上有操練，學習傳福音的方法和技巧，
全是恩典。面對教會事務和牧養的需要，聖靈催促和感動我心，與太
太經多次禱告，深感不能推卻神的呼召，相信祂必與我同在，賜下力
量去面對一切事情。願神繼續使用我，在祂所安排的崗位上，服事祂，
榮耀祂！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
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以弗所書 4:1-3）  

 



 

 家事報告                                                      

1.〔宣讀2021年11月份執事會議議決案，共一項〕 

通過為本堂進行納米塗層消毒，消毒有效期為180天，費用實報實銷。 

2.〔肢體交通會〕今日主日崇拜後舉行，主題「服事我主」事奉人員交
職禮及簡報明年行事曆，鼓勵參與為教會及肢體的服事代禱。 

3. 12月平安月報已上載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112.pdf  

4.〔出擊佈道〕12月12日主日下午2:30-4:45，分別在新墟及元朗有跨文
化佈道體驗，詳程留意報告，請於司事枱報名，以便安排分組。  

5.〔退修日〕12月25日周六在屯平舉行，由上午9:30至下午3:30。日程
如下：早禱會、詩歌敬拜與思念主、靈命自檢與讀經、自行午膳、
感恩分享。因需要預備場刊，參加者務必到司事枱報名或在google 

form報名  https://forms.gle/BjpVXVwB5Yvm6UKp7 。 

Zoom 直播安排，可早 10 分鐘進入，安靜預備   

〔擘餅 9:00-9:50〕； 

〔主日崇拜及幼兒童崇拜 10:15 開始〕 

〔事奉人員禱告會 8:30 十二月開始〕 

職事  (5/12)事奉人員  (12/12)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不求自己的喜悅」羅 15:1 

何桂榮  

「在死人中找活人」路 4:5  

楊建君  
講員  樊景文  羅善卿  

主席 /領詩  梁繼榮  黃嘉莉  

司琴  黃嘉莉  陳恩倩  

司事  劉月芳、李肖華  徐偉東、馮美珍  

當值 /報告  楊建君  彭玉貞  

音響  龐靜民  王宇軒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樊銘恩  

擘餅用具  譚陳翠玲  秦麗欽  

兒童崇拜  陳恩浩、李御築  陳恩浩、李御築  
幼兒崇拜  楊另志、張慧賢  楊另志、張慧賢  

兒童關顧員  馮惠宜  馮美珍  

〔主日福音聚會 :10:15 開始〕  
日期  主題  形式  負責人員  

5/12 
無怨的親情 - 

以恩慈相待 (一 ) 
座談  陳禮昌  

12/12 
無怨的親情 - 

以恩慈相待 (二 ) 
座談  陳禮昌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112.pdf
https://forms.gle/BjpVXVwB5Yvm6UK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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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彭玉貞 感恩生活 林志雄、彭玉冰 

15/12 郭偉文  職場見證  譚陳翠玲、秦麗欽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1/12     出席：19 人 

詩歌：【教會趕緊遵命拯救普天下】《平安詩集 479 》 

經文：；林前 9:16-23 

(二)祈禱重點： 

1. 福音事工：教會各樣為福音而生的項目 

2. 福音使命：主耶穌已託付，教會當執行 

3. 福音生命：得生命的人，生活中實踐 

(三)小太陽代禱 

1. 願全能主繼續在烽巒國掌權作王，調整新政權的作風和方向 

2. 烽民在極度艱難和壓迫中遇見主 

3. 烽國信徒更深經歷主，宣揚主 

4. 明年一月四次教授烽語班的預備，求主藉此興起未來的工人 

5. 各類進修學習能融匯貫通，且有合適的實習機會 

6. 青宣人的傳承有方向 

7. 求主除去媽媽家中一切黑暗的權勢，叫其中每一位住客都得見真光 

(四)其他代禱:  

1. [喪事] 在本堂聚會梁雪蕙姊妹的弟弟梁國華先生主懷安息。屯平將為梁國

華辦理喪禮事宜，並謹定於 12 月 5 日主日下午 5:30 假紅磡萬國殯儀館 303

室舉行安息禮。求主安慰家人的心。 

2. 記念天花剝落及落雨漏水的情況，求主開路讓樓上業主願意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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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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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維修 感恩 愛心代轉 

奉獻總額 7,300.00 
49225 300  49145 1,000  49226 200  49640 500  

49228 1,600      49228 400      

49300 2,800      49640 5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8 月 

奉獻封數  77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298,894.00 收入 $0.00 

支出  $183,010.09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115,883.91 本月結存 $0.00 

     

   承上月結存 $90,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0,319.30 

小太陽事工  $4,985.00   

愛心代轉  $5,80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7 月 

奉獻封數  64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43,570.00 收入 $2,000.00 

支出  $178,593.98 支出 $0.00  

本月不敷   ($35,023.98) 本月結存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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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1/12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豈有良善的人  

18/12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為萬人代求  

11/12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逆境自強  

11/12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活祭動力-啟示錄 22:6-21 

12/12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寶劍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