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7/2/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出 20-22 出 23-25 出 26-28 出 29-31 出 32-34 出 35-38 出 39,利 1 

聖經機編號  70-72 73-75 76-78 79-81 82-74 85-88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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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交通重新起步                   黃寶玲傳道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哥林多前書 12：27)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聯絡得
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 4：15-16) 

我們互稱弟兄姊妹，這是神家裏慣常的稱呼，因為我們同有一位在天
上的父，這既是我們尊貴的身份，也是屬靈家庭中的關係，不是回來
坐一會的客人。在神家裏，永生神的教會裏，每個獨立的個體就是神
家的一分子。  

肢體交通，這是神家裏一個互相建立的真理，用身體肢體作比喻，因
為我們同屬一個身體，各自作不同的肢體。基礎是凡事連於元首基
督，不同肢體之間有正常及健康的互動，教會就能漸漸增長，各個肢
體同時也在愛中建立起來。這是我們肢體的功能。就如詩歌「教會一
家」歌詞內容：「願愛護勝兄弟，大眾又似身體，沒有手腳不行，沒
有口，沉默無聲。 .... 恩賜須運用，要多方建立信徒；彼此用愛心，
分享主裏各樣恩典。」也正合哥林多前書 12 章 12-27 節的內容。  

教會設立不同組別、團契或群體，為的是製造更多肢體相交、彼此互
動、互補不同功能的機會。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後特設肢體交通聚
會，亦以此為目的。鑒於過去疫情嚴峻，沒有實體聚會，我們都暫停
了肢交聚會。今年度將「化整為零」，透過網絡中 ZOOM 小組相交，
或將來實體聚會時也能在各小組中，最少每月一次，可以彼此學習、
建立交通、互動關心。盼望各位弟兄姊妹能積極參與這個既熟悉又久
違的肢交聚會。  

 



 

 

 家事報告                                                                                

1.〔宣讀 2021 年 1 月份執事會議議決案，共一項〕通過 2021 年度對外
奉獻名單及金額，參下圖。  

2.〔肢體交通會〕講道會後進行，主題「末世同心、活祭同行」，內容 ZOOM
小組分享形式，相交、禱告、關心其他肢體，大概半小時。 

3.〔出擊佈道〕今日下午出擊佈道取消，改為下主日在家事報告中有  
「佈道錦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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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事奉人員 (14/2)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楊建君  

「配展書卷」啟五 5 

樊景文  

「極豐富的恩典」弗二 5-7 

講員  樊景文  樊景文  

兒童崇拜  陳恩浩、李御築  樊銘恩，麥雅慈  

聚會及抗疫措施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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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6 日。教會配合公眾利益，在上述期間停止一切實體的聚會。  

 

31/1/2021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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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樊景文  末世警醒  梁雨謙、張慧賢  

17/2 廖玉珍  讀經生活  樊銘恩、陳恩浩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3/2       出席：29 人  

詩歌：【我要背主耶穌十架】平安詩集 477(第 2 & 3 節) 

經文：路加福音 15:1-7 

(一)禱告重點：  

1.[歡喜盼望，罪人悔改] 不介意自己與對方的差異  

2.[諸般智慧，領人歸主] 善用各樣的資源，如福音喜訊，福音禮包等  

3.[肢體同心，興旺福音] 踴躍參與佈道，恩賜互補不足  

(二)小太陽代禱：  

1.各樣身體檢查的安排  

2.求主賜醫療學習的機會，老師們願意指導，有智慧去領悟及掌握各
種技巧，有實習的對象  

3.收集合適的物資  

4.使用所分享的，興起未來工人  

5.週末的讀書小組組員蒙聖靈引導，真實悔改重生經歷主  

6.未來診所的發展和員工的安排  

7.家人在疫境中遇見主   

(三)其他代禱：  

1.陳秉光弟兄的媽媽安息禮，謹訂於本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在仁濟醫院出
殯往哥連臣角火葬塲禮堂做安息禮後火化。因疫情緣故，喪禮出席以家
屬為主，弟兄姊妹請代禱便可，多謝大家的關心。  

2.記念曾家棠弟兄夫婦，心願疫情早日過去，能回堂會與弟兄姊妹一同敬
拜。求主給醫生智慧繼續治療方案，身心靈靠主健康平安。  

3.新春期間，求主保守肢體們有美好的見證。限聚令不能攔阻我們傳福音，
善用「福音喜訊」內合適的福音短片 https://bit.ly/2My6ecW 將屬天的祝
福與親友分享。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 月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暫停聚會，最新消息  

請留意團契群組  

20/2(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新春團拜互祝福  

13/2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初二暫停  

13/2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小組-末世再思  

14/2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團拜(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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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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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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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維修  
奉 獻 總 額  

2 3 , 6 0 0 . 0 0  
43430 100 48994 500 48993 1000 48995 1000 

48489 1000 48995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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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屬靈前輩教導「與人交往讀箴言，與神交通讀詩篇」；詩篇 120-134
篇共十五首的詩歌被稱為上行之詩或朝聖之歌，當百姓往聖城的聖殿，來
到錫安山的山腳要往上行的時候就會開始唱頌這一組詩篇。反映他們來到
神面前的心願、信心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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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摩西五經】可說是整本聖經的導論，也是了解其他一切經卷的鑰匙；
當中闡述神的創造、救贖與終極計劃。讓我們透過學習【五經】的精義，
在現今的世代活出神的心意。  (報名請聯絡敏婉姊妹或家恩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