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8/8/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賽 43-46 賽 47-50 賽 51-53 賽 54-56 賽 57-59 賽 60-62 賽 63-66 

聖經機編號  722-725 726-729 730-732 744-735 736-738 739-741 74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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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祭人生召命多重奏」講道系列序言       雷振華牧師 

「活祭人生召命多重奏」這講道系列，乃參照《羅馬書》12 章講述信
徒得蒙上帝拯救後，信仰生活應有的指標。這指標讓信徒知道，上帝給
我們這救恩，不是單叫我們可以上天堂，乃是叫我們在世上以祂的生命
樣式活出一個召命，以祝福現今世代。我也深深體會到《羅馬書》這卷
書承接上卷書《使徒行傳》講及聖靈帥領祂的子民與時並進，到不同地
域去作主的見證，這是上帝給祂兒女一個不可或缺的召命。  

保羅在這卷書接下來的信息，是勸勉信徒要獻己身作活祭人生，去回應
上帝給我們的恩典(羅 1-11)，進而實踐活祭人生的召命(羅 12-16)。鮑
會園牧師曾鼓勵我們：「一個有重生生命的人，要繼續追求能過一個真
正重生的人的生活。」德國神學家潘霍華也曾指出：「恩典是免費的，
但並不廉價；既不是賺來的，也不可能賺得。」主耶穌更提醒我們：「你
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
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4-16）。 

簡言之，我們從福音而生的人，需要發揮福音的影響力；原來發揮福音
影響力就是我們教會群體的特質。這福音影響力需要由教會群體中每一
個基督徒生活的點滴見證積聚而成；或建立，或拆毁，端乎每一個基督
徒選擇怎樣獻己身活出我們的活祭人生。  

保羅在《羅馬書》12 章一開始，從不同角度分別講解基督徒各方面的
生活，好讓這福音透過信徒的活祭人生，影響現今的世代。這正是小僕
在今年夏令會訂出「活祭人生召命多重奏」這講道系列所宣講的內容。
祈望大家的生命可得着主的鼓勵、提醒與建立！  

 



 

 家事報告                                                      

1.〔夏令會〕8月8至12日（主日至週四）主題「活祭人生-召命多重奏」，

講員:雷振華牧師，以實體及zoom同步舉行。求主預備肢體的身心

靈，將這幾天分別出來與神相會。  

2.〔出擊佈道〕8月15日下主日下午2:30-4:30在教會附近及屯門市中心大

會堂平台佈道，凡參與肢體請在司事枱報名，以便安排分組。 

3.〔婚福 Zoom 聚〕8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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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指引〕根據給宗教聚會的健康指引，在堂會內應避免家庭聚餐的形

式及避免一起進食，以保持良好的個人衞生及免疫力。宗教儀式一部分

的食物或飲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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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事奉人員 (15/8)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你為我擺設筵席」詩 23:5 

郭偉文  

「聖靈為印記」弗 1:13 

陳禮昌  

講員  雷振華  陳大源  

主席/領詩 方志光  徐偉東  

司琴 陳恩倩  劉欣安  

司事 陳恩浩、曾玉冰  劉蔚旻、伍敏婉  

當值/報告 廖玉珍  彭玉貞  

音響 龐靜民  王宇軒  

樓梯機操作員  樊銘恩  黃俊傑  

擘餅用具 何玉琼  譚陳翠玲  

兒童崇拜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陳恩浩，李御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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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樊景文  活祭人生-召命多重奏  -- 

18/8 楊建君  教會中的青少年  羅愛蓮、廖綺雯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4/8      出席：25 人 

會歌：【平安詩集 480】《在塵世生命崎嶇道路中》 

經文：羅馬書 10：9-15 

(二)祈禱方向： 

1. 感謝神公平的救恩(口認，心信，求告)；講員：雷振華牧師  

2. 願肢體們勇於為主作見證，不以福音為恥；  

3. 認定神愛世上所有的人，不論種族，  背景，貧富，學識等；  

4. 神在福音與差傳上的心意：神的差遣和信徒的順從，兩者的配合。  

5. 記念暑期聖經班後，同學和家長的關顧和跟進； 

6. 佈道學習與實踐：參與佈道課程和出擊佈道。 

(三)小太陽代禱： 

1. 感恩平安返鄉和隔離，以及通過所有檢測。  

2. 記念述職期的進修 / 陪伴媽媽 / 聚會分享。 

3. 主賜烽國平安，保守所有屬祂的子民信心堅固，勇敢作見證。  

(四)其他代禱： 

1. 約書亞團契陳肇銘弟兄媽媽余杏堪姊妹的安息禮謹定於 2021 年 8 月 13

日(周五) 上午 10 時假世界殯儀舘一樓博愛堂舉行由喜樂堂主禮。安息禮

後隨即前往火葬場進行火葬禮。8 月 12 日(周四) 晚上 6 時至 8 時設靈，

方便親友悼念，彼此問候。  

 



 

難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4/8(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神是靈  

21/8(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祈禱會  

14/8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夏令會回迴響  

14/8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夏令會分享  

15/8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面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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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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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教  感 恩  

49614 2,000  49494 2,900  49631 20,000  49472 200  48815 500  

47782 1,000  49505 4,000  49650 2,800  49474 500  49636 200  

48815 700  49506 600  49693 60,000  49494 100  49637 400  

49048 500  49507 400  49694 50,000  49506 500  49647 5,000  

49473 5,000  49508 3,000  箱內 2  49637 100  

奉 獻 總 額  
1 6 5 , 6 5 2 . 0 0  

49474 1,400  49509 200  愛 心 代 轉  暑期聖經班 

49493 1,850  49615 1,000  48815 300  49649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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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2021 年 4 月 

奉獻封數  56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96,270.00 支出 $0.00  

支出  $180,681.21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15,588.79   

   承上月結存 $88,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319.30 

小太陽事工  $6,979.00   

愛心代轉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