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7/3/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申 3-4 申 5-7 申 8-10 申 11-13 申 14-16 申 17-20 申 21-23 

聖經機編號  156-157 158-160 161-163 164-166 167-169 170-173 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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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有道  全力以赴                        彭玉貞執事 

感謝施恩救贖我們的主，祂的愛無限量，我們得着這救恩，全賴祂的愛和憐
憫，自從我們相信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救主之後，無論在屬靈上或物質上，祂
都不斷施恩供應我們。可惜我們活在世上尋尋覓覓，被很多世上事務纏累，
浪費很多時間，目標不能集中在主身上，以致失去很多時間、機會去認識神
的話，求神幫助我們每位弟兄姊妹，真知道祂的真理、每日親近神、明白祂
的旨意。  

接受、相信、認識、明白、追求、跟隨，是一個過程。要達到生命成長，必
須願意付時間、努力尋求祂的話。感謝神，給予弟兄姊妹機會一齊去追求成
長、彼此激勵、互相扶持。教會每個主日有擘餅聚會記念主耶穌基督，祂為
我們犧牲捨命的大愛，救贖我們脫離罪孽、得享永福。有這厚恩，我們無限
感謝神，叫我們不敢懶惰、鬆懈。  

我們在經歷上經常出現碰碰跌跌，甚至失敗，有時亦會氣餒，但想到主的愛、
祂看顧、引導及保守，藉着祂的話語，提醒我們過聖潔、活潑喜樂的生活。
感謝常施恩憐憫的主，我們在世上少不免遇到惡劣的環境及事件，但每當我
們轉眼仰望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祈求祂引領我們走前路，就有轉機。因祂
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引導我們走前面的路，免我們跌倒。只要
我們不斷努力學習、尋求、認識祂的真理，終能明白神的話語。我們要不斷
向前追求，生命才得以進步成長。  

基督徒認識主，必須跟隨祂，生命與主連結，才得以成長。跟隨祂，我們不
會走錯路，祂引導我們走正確路，而且越走越起勁，越走越有力，最要緊的
是我們要依靠祂、遵行祂的話，由祂帶領我們走人生路。  

基督徒的根基穩固，生命才得以紮實，我們這軟弱的身軀靠祂的真理才站立
得穩。信徒活在世上，在神在人前見證、榮耀祂。神賜我們這福氣，使我們
有能力彼此激勵、互相提醒，全是神的恩典。感謝神！賜我們有兒女的名份，
給予我們永恆的盼望，更為我們預備將來。  

求神加我們力量，教我們儆醒度日，預備主來，遙望將來。好叫我們行事為
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西 1:10) 

 



 

 家事報告                                                                                

1.〔宣讀 2021 年 2 月份執事會議議決案，共兩項：〕 

○1 通過繼續聘請 "匯恩公司顧問及秘書有限公司 "協助本堂由 

1/2/2021 至 31/1/2022 之公司秘書工作，費用實報實銷。  

○2 通過本年度暑期聖經班籌委成員：楊建君、黃寶玲、黃嘉莉。  

2.〔肢體交通會預告〕主題「差傳與我  (一)」，彼此激勵傳福音，弟兄

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3.〔3 月平安月報〕按連結下載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1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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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事奉人員 (14/3)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楊建君  

「同為後嗣」弗 3:6 

郭偉文  

「作先鋒的耶穌」來 6:4-8 

講員  樊景文  樊景文  

兒童崇拜  樊銘恩、麥雅慈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 

聚會及抗疫措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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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7 日。教會配合公眾利益，在上述期間停止一切實體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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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1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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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樊景文  謹慎自守  趙平、游玉芊  

17/3 楊建君  擘餅崇拜生活  陳翠玲、譚炳宗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3/3       出席：24 人  

詩歌：【十萬人靈魂】平安詩集 474 

經文：馬太福音 24:14 

禱告重點：  

1.福音禾場隨著人口增加而擴大，求主興起更多愛主信徒能委身於  

傳福音的使命。  

2.求主大開救恩之門，讓更多靈魂得救。  

3.人口增長最多的國家，大多是逼迫基督徒的，求主興起更多為主  

而至死忠心的信徒。  

(二)小太陽代禱：  

➢18/3 返回土城的機票、行李、旅程、出入關口的檢疫，一切仰望神

的帶領  

➢本周在星加坡針炙治療的學習，主賜下智慧  

➢感謝主的保護，遇上小意外，只是右手及臀部瘀傷。讓自己作病人

接受醫師的針炙治療，體會病者的心情  

➢疫情下很多變化，讓自己學習在神中得安息，放下憂慮  

➢每周五土城的讀經小組能領受神的說話  

➢近日來自中東的短期宣教隊在城中禱告，有人因此決志，主幫助培

育成長  

(三)其他代禱：  

1.曾家棠弟兄夫婦，求神醫治最近因化療引起的口腔潰瘍，減輕不適。

也求主加力我倆在主的話中有長進！  

2.[摩西團契 zoom 聚會] 感恩團契將會首次以 ZOOM 網上視像聚會，

於 3 月 13 日周六上午十時開始，請準時出席。部分沒有 ZOOM 設

定的團友，將安排小組讓各位一同出席並個別與大家聯絡。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3/3/(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彼此祝福  

20/3(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最後的勸勉  

13/3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行道小記  

13/3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認識異端的末世觀  

14/3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見證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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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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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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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教  愛心代轉  

奉 獻 總 額  

1 4 , 9 0 0 . 0 0  
48958 1,400  白封 2,800  48958 500  白封 1,200  

48959 4,800  白封 4,000  4896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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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奉獻封數  44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391,250.00 支出 $0.00  

支出  $149,344.61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241,905.39   

   承上月結存 $88,0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069.30 

小太陽事工  $4,995.00   

愛心代轉  $2,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