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10/10/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太 1- 4:11 

可 1:1-13 
路 1- 4:30 約 1-3 太 4:12-7 太 8-10 太 11-13 太 14-16 

聖經機編號  
930-933, 

958 
974-977 998-1000 933-936 937-939 940-942 94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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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謀事在人，成事在神                   樊景文傳道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
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篇 127:1) 

有人稱詩篇第 127 與 128 篇是「田園詩」，像合成一幅享受工作與家
庭之樂的詩章。詩篇 127 作者是所羅門，相信他是一位熱愛建築的
君王，興建了不少防禦的堡壘城池。第一節帶領眾人回顧自己每天的
操作「建造房屋、看守城池」，反省價值何在。作者同時回顧並發現
人若不與神同工、若不認定有耶和華神介入參與其中，即使眼見有成
果，卻是沒有意義和價值(枉然之意)。我在想，「成果」是甚麼一回
事呢？今天，即使舉辦一場又一場聚會，人看來有一定貢獻！但聖經
對「成果」給予十分精警的判斷基礎，就是「永恆價值」。 

屯平在十月份第一個聚會是福音嘉年華，我們經歷神的看顧和保守，
按大會記錄，當日有 111 位入場，來賓及肢體數目參半，其中有 24
位是有事奉崗位的弟兄姊妹。在三個小時的聚會中，可說絕無冷場，
大人小孩皆藉此聽聞福音，我們幾乎用盡了屯平每一個角落，福音攤
位亦佈置在其中。更感恩的是，當中有親友信主、慕道、回歸神。領
來者及教會將繼續跟進親友信主慕道的心。 

事就這樣成了，請大家記念傳道部將編排明年的福音事工，事實上，
傳福音不需等待明年，信耶穌的你，就是福音的見證。好好培養自己
傳福音的心志，主必與我們同在，「趁着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
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約翰福音 9:4） 

 



 

 家事報告                                                      

1.〔荃區聯合差傳祈禱會〕10 月 13 日周三晚上 7:30 將以實體假荃平舉行
(不會用 zoom 視像) 。當日聚會內容「雪蓮花」(荃平)，為本區宣教
士福音需要及代禱，呼籲一同參與，禱告守望。  

2.〔短宣畢業典禮〕 感恩，陳禮昌弟兄及黃俊傑弟兄完成兩年短宣訓練。
畢業禮謹訂於 10 月 24 日主日下午三時假觀潮浸信會舉行。由於防疫
之故，出席人數受限制，未能招待所有教會肢體。但整個畢業禮會有
直播，容後附上連結給大家，同頌主恩，榮耀歸神。 

3.〔婚福聚會改期〕 原定 10 月 24 日"Zoom 分享聚會"，現改為 11 月 7 日
主日下午 4:30 舉行。內容為感恩分享，之後分組禱告。歡迎屯平夫婦
加入婚福 whatsapp 群組以彼此連絡，查詢可聯絡景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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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事奉人員 (17/10)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主恩格外豐盛」提前 1:14 

何桂榮  

「義僕君王」  

陳禮昌  

講員  袁仲輝  樊景文  

主席/領詩 王宇軒  林敏瑩  

司琴 黃嘉莉  陳恩倩  

司事 樊銘恩、徐水仙  徐水棠、章彩娟  

當值/報告 郭偉文  吳寶婷  

音響 林敏瑩  王宇軒  

樓梯機操作員  樊銘恩  黃俊傑  

擘餅用具 譚陳翠玲  秦麗欽  

兒童崇拜  徐偉東、楊建君、黃嘉莉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幼兒崇拜  楊另志，張慧賢  楊另志，張慧賢  

兒童秩序  張寶珠  馮惠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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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荃 區 聯 合 差 傳 祈 禱 會 (荃 平 舉 行 )  

20/10 吳 寶 婷  金 錢 運 用  祝 世 傑 、 何 玉 琼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6/10     出席：19 人 

詩歌：【你要凱歌常唱】《平安詩集 388》 

經文： 哥林多後書 5 :18-21  

(二)祈禱重點： 

1.感謝神藉基督使我們與神和好。  

2.我們常保持與神和好的關係(清理罪污)     

(三)小太陽代禱: 

1. 願全能主繼續在烽國掌權作王，調整新政權的作風和方向。   

2. 烽民在極度艱難和壓迫中找到永恆不變的盼望。   

3. 烽國信徒勇敢作見證，  主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他們。  

4. 同事們有智慧在各處服事烽民 / 烽國難民  。 

5. 求主掩護/ 保護各機構/ 同事的物資  

6. 求主賜智慧去融匯貫通以前和目前所學的醫療課程  。 

7. 感恩，媽媽和印傭的相處有進步。  

(四)其他代禱: 

1.記念大堂天花再次出現滲漏，且日趨嚴重，求主看顧保護，盡快找出
漏水源頭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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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屯平網頁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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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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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教  

43453 1,800  49159 8,000  49611 900  48910 2,000  49480 200  

48818 500  49161 100  49616 5,000  49134 500  48910 1,000  

48910 4,000  49162 1,200  白封 3,000  49150 5,000  49481 500  

49129 5,500  49164 1,600      49151 1,000  49130 500  

49131 3,000  49432 10,000  愛心代轉  49160 800  49160 200  

49149 2,500  49479 5,000  48818 500  49163 500  49611 100  

49150 5,000  49481 1,400  教會維修  
奉 獻 總 額 7 9 3 0 0 . 0 0  

49151 3,000  49566 2,800  48910 1,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6 月 

奉獻封數  53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19,538..00 支出 $0.00  

支出  $170,579.48 本月結存        $0.00 

本月不敷   ($51,0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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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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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3/10(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詩歌背後  

16/10(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活在神家  

14/10(四) 9:00 早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尼約一會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15/10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戶外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