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 迎 首 次 參 與 崇 拜 的 來 賓  9/10/2022  
 

本 週 讀 經   撒迦利亞書 12 章 – 馬太福音 16 章 

聖 經 機 編 號  9 2 3  -  9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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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楊建君弟兄 

「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的弟兄猶大，寫信給那被召、在父神裏蒙愛、為耶穌

基督保守的人。」(猶大書 1節) 

弟兄姊妹通常如何介紹自已？一般情況下，我們會介紹自己的姓名，工作及家
庭情況等。猶大書的作者猶大第一個自稱，卻是耶穌基督的僕人，僕人意思其
實是奴僕。他以此自居，相信他亦以此為榮。 

按照馬太福音十三章記載，耶穌基督有多位弟弟，他們是雅各、約西、西門、
猶大（即猶大書作者）。這個排序若是按年齡，雅各是主耶穌的大弟弟，猶大
是小弟弟。猶大雖是主的小弟弟，卻不標榜這身分。事實上，耶穌基督肉身的
眾弟妹，從來沒有以主的弟妹身分自稱，他們知道主的身分是獨一無二的，不
敢攀比。 

初期教會中，自稱是耶穌基督僕人的教會領袖其實不僅猶大一人，保羅、彼
得、約翰、雅各（雅各書作者）都是這樣介紹自已。在當時的社會，奴僕是最
低下的身分。說自己是奴僕，表明在自己之上有主人，對信徒來說，這主人就
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的僕人這身分極其寶貴，我們能夠與主建立關係，意義
非比尋常，關乎我們生命得轉變，更關乎永恆福祉。求主幫助我們一生不忘
記，祂是我們的主，我們的所有不在祂以外。當我們說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僕
人，願我們真以祂為主，聽從祂，尊榮祂，不自欺欺神。 

信徒是誰？原來我們是一群被召、蒙愛、得着耶穌基督保守的人。這裏有三重
恩典：揀選的呼召、神愛的眷顧、大能者的保守。感謝主，這是何等大的恩
典！更奇妙的是，服事主的人自稱是主的僕人，神稱呼我們卻不是僕人，而是
祂的兒女、子民或朋友等親密關係。感謝主的恩典，在神的眼中，我們看到自
已的地位是何等尊貴。 

你是誰？從錯的角度看自己，容易迷失方向，小看自己。從對的角度看自己，
將會發現自己極其尊貴。深願我們常以主的眼光看自己，行事為人與福音相
稱，不辜負主拯救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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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事奉人員 (16/10)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成為人的樣式」腓 2:7 

郭偉文 

「父在我裡面」 
陳禮昌 

講員 樊景文 呂廣輝 
主席/領詩 黃婉冰 章彩娟 

司琴 劉欣安 楊另志 
當值/報告 彭玉貞 楊建君 

司事 劉國泰、劉月芳 陳家鏞、徐水仙 

音響 林敏瑩 馮康寧 
樓梯機 劉國泰 陳家鏞 

擘餅用具 何玉琼 陳翠珍 
防疫 何桂榮 吳寶婷 

兒童崇拜 陳恩浩、劉穎同 陳恩浩、劉穎同 
幼兒崇拜 關潔玲、劉蔚旻 關潔玲、劉蔚旻 

兒童秩序 譚蕙珊 馮惠宜 

主日福音聚會 (副堂舉行) 早上 10:15 開始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9/10 挪亞的一生 陳禮昌 

16/10 亞伯拉罕的一生 何桂榮 

 家事報告 

1. 〔疫苗通行證要求〕由9月30日起，政府將分階段把「疫苗通行證」 

措施擴展到5至11歲兒童。現階段進入本堂時，需要提供有效的「疫苗 

通行證二維碼」(即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或接種第一劑疫苗後未滿三個月)。

由於「疫苗通行證」對5至11歲兒童和成人有不同的疫苗接種時間要求，詳

情請瀏覽政府網頁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2. 〔福音喜訊〕每月推出一福音難題短片「單做好事不能上天堂，唯有信耶穌

才能得永生，這樣是否太霸道、不公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_NbF3YLh7I 

3. 〔荃區聯合差傳祈禱會〕10月12日周三晚上7:30將以實體假荃平舉行，聚

會內容「唐德如、飛飛雲」(涌平)，為宣教福音需要及代禱，呼籲一同 

參與，禱告守望。 

4. ［婚訊］提摩太團樊銘恩弟兄與天水圍平安福音堂會友徐凱妍姊妹謹定於

本年10月15日(星期六)下午3:00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舉行結婚典禮。

一對新人為屯平肢體預備旅遊巴，由教會出發到婚禮場地(只有單程)， 

集合時間下午1:30。敬請預先報名，方便當日的安排，車長為尼希米團 

曾玉冰姊妹。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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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荃區差傳聯合祈禱會 

19/10 吳寶婷 約書亞團契 余志偉、陸麗佩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5/10            出席： 21 人 

(二) 詩歌：平安詩集 500 【主耶穌說，這天國的福音】 

(三) 經文：哥林多前書 9: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四) 禱告重點： 

1. 堂會恆常福音工作：副堂崇拜 

2. 聯團佈道會後的跟進工作 

3. 保持傳福音的熱誠和心志 

4. 保持對差傳的異象和承擔 

(五) 月禱會： 

      ［記念教會］ 

          結婚喜訊 (提摩太團契﹔樊銘恩弟兄/徐凱妍姊妹婚訊)。 

          求主興起教會工人，發揮恩賜，起來事奉。 

       ［記念世局和社會］ 

          地緣戰爭呼聲愈演愈烈，甚至趨向核戰邊緣，求主掌管人心。 

          政府應對經濟、民生等議題有智慧處理。 

       ［記念肢體］ 

          處身病患中的肢體，經歷主基督的同在，也給照顧家人力量。 

          申請受浸肢體，保守信心，為主作見證。 

(六)其他代禱: 

1. 記念患重病的弟兄姊妹，常經歷主恩同在，扶持長期照顧的家人， 

求主加力及安慰。 

2. 記念尼希米團敏婉姊妹的爸爸，感謝主，現時他情況穩定，精神好轉，

但仍需插喉。已轉往舂砍角慈氏護養院療養。請繼續記念他的治療， 

並盼能信主。請記念媽媽獨留家中時，常感孤單和害怕，求主安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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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當值 

禮昌弟兄 

團契聚會  

22/10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短講：耶穌叫死人復活 

15/10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出席肢體婚禮 

15/10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15/10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小組：在生活中得勝 (各組自訂時間) 

16/10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探討：親人何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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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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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代轉 宣教 

48555 7,000  49993 300  50065 300  50008 1,000  50052 100  

49083 900  50008 1,600  50076 500  49433 20,000  50054 100  

49436 11,000  50025 3,000  感恩 50058 1,000  

49715 5,000  50051 4,500  49715 5,000  50043 500  

奉獻總額 

86,300.00 

49749 3,100  50052 3,200  49892 500  50054 400  

49888 2,100  50053 2,400  49973 800  50055 300  

49973 700  50056 1,000  50025 7,000  50058 3,000  

 
財政簡報 2022 年 6 月 財政簡報 2022 年 7 月 

收奉獻：42 封 慈惠基金 收奉獻：60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30,150.00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54,780.00 收入 $0.00 

支出          $127,960.34 支出 $0.00 支出          $205,894.20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2,189.66 承上月結存 $91,319.30 本月不敷   ($51,1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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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愛心代轉     56,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