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5/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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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4 林前 5-8 林前 9-12 林前 13-16 林後 1-3 林後 4-6 林後 7-9 

聖經機編號 1063-1066 1067-1070 1071-1074 1075-1078 1079-1081 1082-1084 1085-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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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此「事奉」                                 樊景文傳道 

今年因疫情之故，屯平的實體聚會次數屈指可數，除了聚會受影響，已安排
弟兄姊妹在各聚會的事奉崗位亦叫停，如團契司事、崇拜主席領詩、司琴等
等。我們不禁要問，事奉機會因此失掉麼？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聖
經去，明白在神和在信徒心目中，事奉是甚麼。 

「12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
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裡去。13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
父因兒子得榮耀。」（約翰福音 14:12-13） 

主耶穌開始公開事奉的初期，先向門徒宣講登山寶訓，登山寶訓與上述約翰
福音的經文皆與祈禱有關。登山寶訓教導人釐清祈禱對象，以尊崇我們在天
上的父為開始，相信祂供應我們日常所需。約翰福音的經文是針對門徒的事
奉觀，因這些跟隨主的門徒將成為他的使者，接續耶穌的角色與事工。 

這裡我們學到兩方面的事奉真理：第一，凡作主工的人，必須奉主的名禱告，
藉此得著作工的能力，持續建立信靠主的心。第二，凡奉主名祈禱的人，也
必須奉主的名作工。無論在教會有崗位的服事、或在職場、或在家庭的服事，
都沒有分別。主耶穌賜給門徒「奉主名向父祈禱」的權柄，是與作祂的聖工
有關，並求神的旨意與榮耀彰顯，這樣做才會得著與這應許相稱的能力。倘
若只為一己私慾而奉主名求，必然失望，因為主耶穌是不會被人利用的！ 

借用使徒保羅的說法：「…我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事奉不單是指
作工（Doing），更根本是指生命（Being），這與禱告緊密相扣。祈盼弟兄
姊妹更重視祈禱，鼓勵大家多參與教會周三晚的祈禱會，關注神國、教會、
肢體、家人、民生…直到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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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事奉人員  (22/11)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  

升為至高的主  (腓 2:9) 
樊景文  

耶穌的名稱為策士(約 14:25-26) 

講員  黃寶玲  袁仲輝  

兒童崇拜  劉國泰、黃嘉莉  徐偉東、伍敏婉  

聚會及抗疫措施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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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維修進度，鋁窗安裝大致完成，下一階段裝冷氣機及掛窗簾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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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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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CynoR5XEhLc1e9H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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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 彭玉貞  職場見證  郭偉文、王宇軒  

25/11 樊景文  榮耀職事  黃寶玲、劉月芳  

(一 )祈禱會主題：「在位掌權」    日期：11/11   出席：21 人  

詩歌：【這是天父世界】 (平安詩集 7 首 ) 

經文：提摩太前書二 1-5 

(二)禱告重點：  

1.在位掌權者能與神建立正常關係  

2.正確運用神所賜予職位及權柄  

3.以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態度做事  

4.有智慧修補社會傷痕，建立和諧社會  

5.敢於承擔錯誤及改過  

6.信徒敬虔無事度日，福音無礙遍傳天下  

(三 )代禱肢體 :陳肇銘、黃嘉莉夫婦  

[肇銘 ] 感恩：夫婦相處尚算融合。代禱：輪班工作時間上運

用，記念靈性，希望多親近神，偶有脾氣，求主管理。 

[嘉莉 ] 感恩：身體尚可，內心有平安。代禱：早前扭傷左腳

敷藥已好，但現在有敏感。在兒崇的服事，求神賜智

慧預備。希望未信主的家人得著救恩。  

(四 )其他代禱：  

1.曾家棠弟兄及易燕玲姊妹感謝主恩使我恢復胃口及精神，

求主保守病情穩定有進步。記念我倆靠主有力彼此照顧。  

2.約書亞團李御築姊妹的妹妹 (艷珊 )，周五踩單車因暈倒跌傷

後腦，雖有出血但暫不用動手術。求主讓醫生能找出原因，

現留院等候各項檢查報告。求主給妹妹投靠經歷主同在。  

3.摩西團何轉枝姊妹於上周已順利更換膝關節，感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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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津津樂道  

21/11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雲彩集(三)教會事奉的委身  

22/11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有你有我-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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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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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48457 4,800  48857 1,200  48458 1,000  48413 500  白封 997  

48458 1,400  48871 500  48740 5,000  48456 200  白封 997  

48526 10,000  感恩 48836 5,000  48458 500  白封 997  

48526 1,600  48413 1,500  48871 500  48740 200  奉獻總額 
42,591.00 48835 5,200  48740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