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0/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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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肢 交 聚 會 及 福 音 班 暫 停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啟 1-3 啟 4-6 啟 7-9 啟 10-13 啟 14-16 啟 17-19 啟 20-22 

聖經機編號  1168-1170 1171-1173 1174-1176 1177-1180 1181-1183 1184-1186 1187-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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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小非小                                  郭偉文執事 

聖經中記載好幾位約瑟。最為信徒熟悉的，莫過於創世記雅各的兒子
約瑟，和新約聖經主肉身母親馬利亞的丈夫約瑟。  

雅各的兒子約瑟一生充滿傳奇遭遇，以史詩式來形容他的人生最為合
適。英國著名歌劇《約瑟的神奇彩衣》就是參照約瑟的人生編寫而成，
極富盛名。若一個人一生也如約瑟那樣充滿傳奇，被視為史詩式的人
生，也可算是榮幸之至。  

我卻更欣賞馬利亞的丈夫約瑟。在人看來，他像是一位小人物，無做
過甚麼大事。我們不妨先理解他是一位甚麼樣的人，才再作判斷：  

1）神稱他為義人——能夠獲得這樣的稱呼，他必然在道德行為上有極
高的水平。  

2）絕對的順服——神在夢中給他的所有指示，他都完全聽命。  

3）沒有怨言——他沒有因著主耶穌生於他的家而得到地上的好處，反
而為主的緣故受盡苦難，一生窮困潦倒，以做木匠為生，養育肉身的
主及照顧整過家庭。他也可能因勞苦過度而早逝。  

這位也是大衞後裔的約瑟，雖然一生平淡，在神成就人類救恩的事上，
卻因他的信心及順服，成為神極有用的器皿。  

在我們各人不同的人生經歷中，願我們都明白，一切作在主身上的才
算為大事！  



 Zoom 直播安排:〔擘餅 9:30-9:55〕；  

〔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 :10:15 開始〕可早 10 分鐘進入，安靜預備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職事表(請準時出席九時事奉禱告會) 

職事  (20/12)事奉人員  (27/12)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楊建君  

無悔之恩  (羅 11:29) 

樊景文  

主已復生  (路 24:5-7) 

講員  黃寶玲  雷振華  

兒童崇拜  徐偉東、伍敏婉  冬令會中，暫停一次  

聚會及抗疫措施 12 月 18 日更新：  

基於疫情反彈，政府已撤銷就宗教活動中羣組聚集的豁免，為期兩

周。教會配合公眾利益，停止一切實體的聚會至  12 月 23 日。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馬鞍山恆安浸信會堂負責講道。 

2.〔冬令會〕主題【末世‧活世】謹訂於 12 月 24-27 日(周四至主日)，

大會講員為雷振華牧師。日程內容可參閱屯平網頁。現已接受網

上報名 https://forms.gle/cKJcTk5EtvTpegH69 ，或致電教會同工協

助報名。冬令會營刊已製作完成，已報名的肢體請聯絡同工領取。

記念營會各聚會安排讓肢體透過網絡得靈裏豐富。  

3.〔長執會議〕今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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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維修〕記念後堂天花修補及大門鐵閘的改動工程。 

5.〔2021 年度行事曆〕請瀏覽本堂網頁。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forms.gle/cKJcTk5EtvTpegH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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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 楊建君 靈命重整 麥雅慈、黃婉冰 

30/12 樊景文 繼往開來 劉欣安、楊惠君 

祈禱會主題：冬令會       日期：16/12   出席：18 人  

詩歌：【萬物的結局近了】經文詩歌  

經文：彼前 4:7-10 

(一) 禱告重點：  

1.弟兄姊妹在家聚會時能夠專心  

2.講員：雷振華牧師  

3.營會日程及各聚會安排  

4.事奉人員配搭 

5.網絡穩定性  

(二)代禱肢體：李御築、林敏瑩姊妹  

[御築] 感恩：主保守我們一家，讓媽媽和妹妹出院後身體逐漸康
復。主與我同在，弟兄姊妹用禱告支持我，讓我能安然面
對困境。代求：明年打算轉工，願主帶領。希望能有效分
配時間，使我能兼顧工作、進修和事奉。願主賜下合適的
中醫，找出妹妹突然暈倒的病因，治好她。媽媽的手指做
完手術後能完全康復。  

[敏瑩] 感恩：在疫情中仍有平安。神保守了在意外中沒有太大損

傷，能多反思人生。代求：希望在工作方向上尋求突破。
分配時間靈修親近神。媽媽因工作操勞，坐骨的骨刺需要
接受治療。 

(三)其他代禱： 

1.曾家棠夫婦，感謝神的恩典，早就安排我們，不用在嚴寒的天
氣下外出覆診。感恩有主的話使我們更多認識神，更加信靠神！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2 月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暫停聚會，請留意  

團契群組最新消息  12 月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26/12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冬令會  

26/12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冬令會  

27/12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冬令會出營  

老友記查聚  

12 月 嘉濤耆樂苑探訪及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請在禱告中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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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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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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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42 2,000  48920 500  白封 13,500  48342 1,000  48342 1,000  

48525 1,600  48921 5,000  箱內 10  宣 教  奉 獻 總 額  

3 5 , 1 1 0 . 0 0  48919 500  白封 8,500      48551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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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奉獻封數  47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172,250.00 支出 $0.00  

支出  $148,393.06 本月結存      $300.00 

本月結存   $23,856.94   

   承上月結存 $87,7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069.30 

小太陽事工  $3,988.00   

愛心代轉  $2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