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 迎 首 次 參 與 崇 拜 的 來 賓  6/3/2022 
 

本 週 讀 經  約書亞記二十三章至士師記二十一章  

聖 經 機 編 號  2 1 0 - 2 3 2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 (鄭崇楷, 潘就全) 
鑑定長老：何桂榮，陳禮昌 
傳道：樊景文、黃寶玲 
幹事：陳家恩 

修築家庭祭壇                        黃嘉莉執事 

當我們正忙於防疫、購買消毒用品、為家居定期清潔、為身體補

充營養，這些都是維護家庭健康的重要措施，但我們又可以怎樣

守護家庭的靈命健康呢？從刊物《傳書》一篇文章『修築家庭祭

壇』，大家可以找到以上問題的解答！ 

文章指出，亞伯拉罕是十分重視敬拜神的人，他每到一處，首要

作的事就是築壇獻祭予神。壇代表神與人、人與神會面的地方。

若家人一同築起家庭祭壇，同心敬拜神、互相守望代禱，形成一

道抵禦魔鬼仇敵攻擊的屏障，就可以守護家庭的靈命。磚瓦都會

有日久失修的時候，需要定期維修保養，家庭祭壇也不容易維繫，

因着生活的擔子，家庭成員各有各忙，而且世界充斥千百萬樣的

吸引，容易拉扯信徒疏遠神，故此家庭祭壇也有必要定期檢視和

修築，使其發揮正常功用，抵禦外來衝擊。 

希望這篇文章再次鼓勵大家，將已失修的家庭祭壇重新修築起

來，建立一個由內至外也健康的家庭！ 

文章網址：https://www.ccmhk.org.hk/bimonthly/view?id=1508 

（傳書雙月刊總第 15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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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cmhk.org.hk/bimonthly/view?id=1508


 
疫情下特別安排［事奉人員禱告會 9:15〕  

Zoom 直播安排，可於聚會前 10 分鐘登入，安靜預備  

〔擘餅 9:30-9:50〕；〔主日崇拜 10:15 開始〕  

職事  (6/3)事奉人員  (13/3)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基督捨命」  

陳禮昌  

「有你夠了」  

楊建君  

講員  樊景文  林碧美  

主席 /領詩  樊景文  黃寶玲  

當值 /報告  樊景文  黃寶玲  

兒童崇拜  樊銘恩、麥雅慈  樊銘恩、麥雅慈  

幼兒崇拜  暫停  暫停  

〔主日福音聚會暫停〕  

 
 家事報告                                                     

1.〔宣讀2022年2月份執事會議決案，共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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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22 至 31/1/2023 之公司秘書工作，費用實報實銷。 

○2 通過更換男、女洗手間鋁窗及維修外牆漏水，費用實報實銷。 

○3 通過成立小組製作「送暖禮物包」，成員為"何桂榮、黃寶玲、彭玉

貞、黃嘉莉"，費用實報實銷。 

2.〔愛心支援包〕屯門堂已預備愛心支援包，內有獨立包裝的快速檢測包、

防疫用品、及福音刊物。可送給弟兄姊妹的確診親友或福音對象，如

有需要，請聯絡教會同工索取。教會肢體若確診，需要支援，亦可通

知長執，以便關心及代禱，並安排上述物資送贈。 

3.〔聚會及抗疫措施〕鑒於第五波疫情嚴峻以及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屯平將

從本年2月24日開始停止開放，直至4月20日。各聚會將以Zoom視像形式

進行。幼兒崇拜及主日福音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詳情留意教會網

頁更新通告http://www.tmpec.org/index.html 

4.〔ZOOM肢體交通會〕今日崇拜後進行，主題「差傳與我 (一)」內容為

跨文化佈道滙報、體驗分享、關心宣教事工及如何支持宣教士。 

5. 2022年2月份平安年報http://www.tmpec.org/files/2022/Y2022PEC.pdf 

2022年3月份月報 http://www.tmpec.org/files/2022/PEC_M202203.pdf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www.tmpec.org/index.html
http://www.tmpec.org/files/2022/Y2022PEC.pdf
../Downloads/2022年平安年報%20替代2022年2月份月報%20http:/www.tmpec.org/files/2022/Y2022PEC.pdf%20%202022年3月份月報%20http:/www.tmpec.org/files/2022/PEC_M202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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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彭玉貞 靈修生活 李振標、梁玉霞  

16/3 陳禮昌  教會主日學  蔡富華、谷麗萍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2/3      出席：24 人 

詩歌：【藉我賜恩福】《平安詩集 480》 

經文：路加福音 4:38-44 

(二)祈禱重點： 

1.看重別人的需要，服侍人如同服侍主(西門岳母的榜樣)； 

2.愛心關懷，付諸行動，不計得失 ; 

3.常常禱告，靠主得力 ; 

4.以傳福音為人生重要目標。 

(三)小太陽的代禱：  

1.簽證的申請 

2.出發前各樣聯繫/ 安排/ 檢測順利 

(四)其他代禱：  

恆切禱告，凡事謝恩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神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
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哥林多後書 1:4 (新譯本) 

一、記念教會… 

1.再次有嚴重漏水及天花剝落，求主顧念維修並樓上業主合作 

2.在疫情有智慧與弟兄姊妹同行、與未信者分享 

二、記念社會… 

1.政局動盪、影響經濟民生，可憐活在戰亂中的老百姓。 

2.香港疫情嚴峻，求全權的主賜下憐憫，社會能早日恢復秩序 

3.記念醫護人員的辛勞，求主保護他們身心靈平安，得以照護病人、自己。 

4.各類社區隔離設施或家中的確診者身體早日康復，心靈得醫治。 

三、記念肢體… 

1.有居家隔離，有親友染疫，心裏不好受，求主安慰 

2.求主在動盪的心靈中保守弟兄姊妹，加添信心，勤讀聖經 

 
 



 

在疫情期間若有書藉需要特別延期借閱可與圖書部部員聯

絡。書藉閱讀後請放還書處，將消毒後上架。 

 

 

 

 

 

奉獻記錄 (2022 年 2 月 25 日 
至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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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20 500 49597 1400 49320 50 49357 200 49323 2000 

49323 4000 49598 5000 49323 1000 49597 500 49597 500 

49345 500 49600 1400 49347 500 49599 200 49365 1000 

49347 800 49364 1400 49354 500 49600 500     

49348 3700 49365 4000         奉獻總額 

47,150.00 
49354 1000 白封 10000 愛心代轉 教會維修 

49356 5000     49346 500 49323 1000  

Zoom 團契聚會  

12/3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雅各的一生  

19/3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敬虔的操練  

12/3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打碎偶像  

12/3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披戴基督  

13/3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靜禱主前  

基於疫情，奉獻記錄日期會有調整，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財務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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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G/F, Look Yuen, 6 Tsing Pak Path, 
Tuen Mun, NT.  

財政簡報 2021 年 8 月       

奉獻封數： 77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298,894.00  
 
收入 $0.00  

支出           $183,010.09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115,883.91    本月結存 $0.00  

    
 
    

      承上月結存  $90,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0,319.30  

小太陽事工 $4,985.00  
 
    

愛心代轉 $5,80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9 月       

奉獻封數  55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64,140.00  
 
收入 $1,000.00  

支出           $155,416.96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8,723.04    本月結存 $1,000.00  

    
 
    

      承上月結存  $90,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1,319.30  

小太陽事工 $3,988.00  
 
    

愛心代轉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