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8/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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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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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1-3 加 4-6 
徒
5:36-18:22 

帖前 1-3 帖前 4-5  帖後 1-3 
徒
18:23-19:22 

聖經機編號 1092-1094 1095-1097 1033-1036 1112-1114 1115-1116 1117-1119 1036-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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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燃使命 有耳當聽               黃寶玲傳道 
剛過去的周四至周六，是平安福音堂一年一度的聯堂培靈會，今年只作

網上直播，不像以往群集三十多間堂會，數以千計弟兄姊妹聚首一堂，

同領主道。預備此文章時只聽了兩堂信息，心裏有感動鼓勵大家，即使

未能實時參與培靈會，沒有弟兄姊妹互相砥礪、彼此相約一同付代價出

席聚會，事後也當趕緊重溫信息，以免失卻從神而來的提醒。<br> 

今年培靈會以「重燃使命」為主題，弟兄姊妹啊，自從我們清楚信主得

救，神已在我們心中放下使命的火苗，培靈會以神的道作為靈裏的燃料，

讓這屬靈的新生命得著動力去完成使命。一個有使命的人生，才是最有

價值及意義的，不至在這混亂的世界中迷失。<br> 

如果你不知道或忘記甚麽是神給我們的使命，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如果你知道神賦予子民的使命，卻不夠動力，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如果你略有一點動力也在實踐，卻不知危機，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如果你已經失去起初的使命感，並灰心失望，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如果你從神得著强烈的使命感，卻沒有方法，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如果你有時間在網上瀏覽資訊，卻失去使命，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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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事奉人員  (15/11)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陳禮昌  

耶穌作保證 (來 7:22)  

何桂榮  

升為至高的主 (腓 2:9) 

講員  林澤揚  黃寶玲  

兒童崇拜  陳恩浩、譚惠芳  劉國泰、黃嘉莉  

聚會及抗疫措施 11 月 6 日更新：  

1.鑒於屯平維修工程仍在進行中及疫情尚未穩定，屯平暫停主日擘餅及崇

拜實體聚會至十一月底，我們逢周五黃昏有更新信息；  

 

 家事報告                                                                        

1.〔平安月報〕 11 月份在網站連結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011.pdf 

2.教會維修工程：感恩過去一星期已順利按預期的進度更換鋁窗及冷氣機，求主

賜有晴朗的天氣，並保護工人安全。 

3.〔婚福 Zoom 聚〕11 月 22 日主日下午 4:30-6:00 舉行"Zoom 分享聚會"，屆時

有兩個家庭負責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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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冬令會預告〕謹訂於 12 月 24-27 日(周四至主日)，大會講員為雷振華牧師。

請記念營會日程及各樣安排；弟兄姊妹也為自己參與的心作好準備及禱告。 

ZOOM 主日學  

主題：「箴言」選讀  【智慧子民‧活出智慧】       導師：樊景文、黃寶玲  

日期：9 月 13, 20 日、10 月 11, 18 日、11 月 8, 15 日、12 月 6, 13 日 (共八課 ) 

時間：主日下午 2:30-3:30 ; 報名：https://forms.gle/CynoR5XEhLc1e9HJ7  

主題：主恩深(三) 作恩主門徒  -【馬可福音】       導師：伍敏婉  

日期：9 月 13, 20, 27 日、10 月 4, 11, 18, 25 日、11 月 1, 8,15 日  (共十課) 

時間：主日下午 12:00-1:00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011.pdf
https://forms.gle/CynoR5XEhLc1e9HJ7


 

 

 

 

 

 

 

 

 

 

 

 

 

 

 

 

 

Zoom 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為神國、為神家、為肢體的需要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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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楊建君  在位掌權  陳肇銘、黃嘉莉 

18/11 彭玉貞  職場見證  郭偉文、王宇軒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4/11     出席：22 人  

詩歌：【我聽得召我聲音】 (平安詩集 495 第 1 & 3 節) 

經文：約翰福音 9:4-5 

(二)禱告重點：  

1.〔把握機會，傳揚福音〕心態上的預備，接觸陌生人的時候，以禱告

的心，求主引導去傳福音；   

2.〔顧念親友，分享救恩〕以愛心和真誠的態度，關心對方的需要，適

當時候引入福音信息。  

(三 )小太陽代禱 

感恩烽民信主的情況有復興 , 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 , 記念往後

的栽培方式和材料的預備。 

求主為瑪利亞預備一枝結他 , 讓她可以學習敬拜事奉。 

在土城裡 , 願禱告主的浪潮一浪接一浪 , 更多烽民在禱告中遇

見主。  

因游擊隊不時發動襲擊 , 求主掌權並讓烽民快快轉向祂。 

求主醫治雙手的麻痺 , 並賜體力在事奉上榮耀祂。 

為家人早日得着天上的禮物 , 感恩媽媽能在妹妹家中休息。 

(四 )其他代禱： 

1.〔聯堂培靈會信息重溫〕感謝主，過去三天培靈會以「重燃使命」為題，

分題:認定身份、迎向挑戰、延續使命，有著激勵與扎心的信息。培靈

會已上載，可在本堂網頁 www.tmpec.org 重溫。 

2.家棠弟兄及燕玲姊妹，靠著大能的神雖有艱難，但卻有恩典身心有

恢復，盼早日能回教會與弟兄姊妹相見。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1 月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暫停聚會，請留意  

團契群組最新消息  11 月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14/11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巴蘭被召  

14/11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跟隨主腳踨(二) 

15/11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主題式得救見證入門  

老友記查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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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2020 年 7 月 

奉獻封數  56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10,300.00 

奉獻收入  $117,750.00 支出 $0.00  

支出  $156,607.25 
本月結存      

$10,300.00 

本月不敷   ($38,857.25)   

   承上月結存 $75,6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5,969.30 

小太陽事工  $4,985.00   

愛心代轉  $2,400.00   

 

財政簡報 2020 年 8 月 

奉獻封數  36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1,800.00 

奉獻收入  $103,762.00 支出 $0.00  

支出  $149,863.38 本月結存    $1,800.00 

本月不敷   ($46,101.38)   

   承上月結存 $85,9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7,769.30 

小太陽事工  $4,985.00   

愛心代轉  $500.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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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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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心 代 轉  宣 教  教 會 維 修  

48614 8,000  48834 2,800  47803 1,000  48614 1,000  48614 1,000  

48621 6,000  48847 500  48809 1,000  48834 100  48870 10,000  

48809 700  48869 3,000  感 恩  48847 500  
奉獻總額 
57,107.00 

48832 8,000  48870 5,000  48809 800  白封 1,007  

48833 1,700      48870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