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 迎 首 次 參 與 崇 拜 的 來 賓  11/9/2022 
 

本 週 讀 經  以西結書 29 章 – 但以理書 3 章 

聖 經 機 編 號  8 3 1 - 8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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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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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使我常得勝                                                                    黃寶玲傳道 

當我們收到肢體的憂心掛念信息，我們很自然會以代禱回應。教會也藉禱
告會或月禱會，讓弟兄姊妹習慣為教會、為社會、為肢體禱告。有一首短
詩「祈禱使我常得勝」，教我們肯定祈禱是信仰中致勝之道。我們基督徒
的祈禱與其他信仰的祈求、祈福有何不同呢？要得勝的又是甚麽呢？ 

世人向神明的祈求，皆以神明應允他們所求為致勝之道。神明聽其所求，
醫好其病、令其學業、事業、家庭都順利，縱使有困難，祈求神明就迎刃
而解等等。作為基督徒，我們向神禱告，固然也想神應允我們所懇求的，
不過有時候，卻暗暗地借禱告將責任推給神，彷彿禱告後，人就甚麽都不
需作，連當盡的本份也不作。信徒有一種想法，認為神是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祂是全權的，不會因我們禱告左右祂的決定，於是不禱告，這樣就
經歷不到祈禱的得勝。又或者有另一極端的想法，覺得禱告只是一種形
式，不相信禱告會帶來改變或得勝，這也不是我們致勝之道。 

舊約聖經記載一場爭戰，以舉手禱告為得勝之道。「摩西何時舉手，以色
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出 17:11) 舊約常常有屬神的
人舉手禱告，卻不是一種情緒高漲的表現，或者是揮軍直進激昂的表達。
相反是一種在神面前降服，對神充滿信心的表現。基督徒願意禱告、代
求，是承認人是無助的。禱告不是一種苛求，不是虔誠的宗教表現，乃是
人對神心悅誠服地「舉手投降」，也是「舉手求助」信靠神。得勝的不是
那件事情，而是得勝仇敵魔鬼在人心裏散播的不信。 

以這首短詩作結，祝福我們的禱告生活「祈禱使我常得勝，可開天上倉庫
門，祈求主名字，使魔鬼蒙羞恥，祈禱能得勝。」(平安詩集 395首)   



 
  疫情下特別安排［事奉人員禱告會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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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 10:15 開始〕 

職事 (11/9) 事奉人員 (18/9)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為我們死」(羅 5:8) 
郭偉文 

「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陳禮昌 

講員 樊景文 鄭崇楷 
主席/領詩 彭玉貞 陳家鏞 

司琴 劉欣安 劉穎同 
當值/報告 吳寶婷 樊景文 

司事 陳家鏞、秦麗欽 樊銘恩、譚惠芳 
音響 龐靜民 林敏瑩 

樓梯機 陳肇銘 樊銘恩 
擘餅用具 何玉琼 陳翠珍 

防疫 廖玉珍 吳寶婷 
兒童崇拜 劉國泰、黃嘉莉 劉國泰、黃嘉莉 
幼兒崇拜 梁玉霞、劉月芳 梁玉霞、劉月芳 
兒童秩序 馮惠宜 麥少玲 

主日福音聚會 (副堂舉行) 早上 10:15 開始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11/9 耶穌是基督 陳禮昌 
18/9 人出路 何桂榮 

 家事報告 

1. 〔聚會及抗疫措施〕鑒於近日疫情不跌且升，建議弟兄姊妹及兒幼崇

的小孩回來聚會前，先做「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有陰性結果才回

來。聚會後一旦發現自己「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或「鼻腔和咽喉

合併拭子檢測2019冠狀病毒病」呈【陽性】：a)請盡快通知教會負責

人；b)請自行盡快知會曾在教會內有密切接觸的個別肢體；c)以便教會

安排深層清潔相關場地。所有措施都是基於愛神、愛教會及肢體間彼

此相愛，請大家明白、體諒及包容！ 

2. 〔福音喜訊〕 每 月 推 出 一 福 音 難 題 短 片 「 耶 穌 是誰」  
收 看 網 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AasUh3MC0 

3. 〔10月1日聯團佈道會〕主題「你去得邊呢？」實體及ZOOM進行，詳情

參閱宣傳海報，鼓勵弟兄姊妹在團契或司事枱上報名出席，並為邀請對

象代禱。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有現場及 ZOOM 同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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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樊景文 得勝軟弱 曾家棠、易燕玲 

21/9 彭玉貞 職場見證 劉穎同、葉曉彤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7/9            出席：21 人 

(二) 詩歌：「我愛傳講主福音」 

(三) 經文：羅馬書 1：14-16、哥林多前書 2：1-5 

(四) 禱告重點： 
        1. 愛傳福音：欠福音的債、不以為恥 
        2. 古老福音：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3. 大能福音：只管傳，信靠神的大能 
        4. 救命福音：叫死人得生，生命攸關 

(五) 月禱會： 
       ［記念教會］ 

          神家裡各肢體能發揮恩賜，彼此服事，竭力保守合而為一的心。 

          求主興起神的兒女們羨慕善工，起來事奉。 
       ［記念世局和社會］ 

          全球各地面對乾旱持續，能源危機，人心仍剛硬，不肯歸向神。 

          本地疫情反彈、新政府應對經濟等問題，祈求領導的有智慧處理。 
       ［記念肢體］ 

          身處各樣患難中，經歷主基督的同在，可以大得安慰。 

          已申請受浸肢體，預備為主作見證。  

(六)其他代禱: 

1. 記念在重病中的弟兄姊妹常經歷主恩同在，扶持長期照顧的家人， 
求主加力及安慰。 

2. 求主為屯門堂預備及感動合適新同工配搭事奉。 



 

新書上架，圖書館添置了 70 多本不同類別的新書，

可供弟兄姊妹借閱。 
9 月當值 
禮昌弟兄 

團契聚會  

24/9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短講：耶穌是大醫生 

17/9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查經：作貴重器皿 

17/9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查經：進入迦南 (1) 

17/9 (六) 9:45 早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詩歌：得勝之歌 

18/9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查經：主耶穌的接待(路 9:46-56) 

 

 

疫情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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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記錄 (2022年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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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宣教 教會維修 

49329 4,000  49815 6,800  49329 500  45375 300  49329 500  

49329 2,000  49946 3,300  49384 500  49329 500  49814 5,000  

49384 500  49995 500  49713 7,000  49814 500  慈惠 

49633 900  50005 200  49982 400  49816 200  49329 500  

49713 5,000  箱內 200  49983 300  49946 100  
奉獻總額 

41,800.00  
49814 1,500      49996 500  49982 100  

                

 
財政簡報 2022 年 5 月 財政簡報 2022 年 6 月 

收奉獻：61 封 慈惠基金 收奉獻：42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64,050.10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30,150.00 收入 $0.00 
支出          $132,084.35 支出 $0.00 支出          $127,960.34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31,965.75 承上月結存 $91,319.30 本月結存       $2,189.66 承上月結存 $91,319.30 
 累積結存     $91,319.30  累積結存     $91,319.30 
其他代收 :   其他代收 :   
愛心代轉   $10,000.00   愛心代轉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