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崇拜的來賓  11/12/2022 
 

本週讀經  提多書 1 章 –  彼得前書 3 章 

聖經機編號  1 1 3 0  -  1 1 5 4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何桂榮，陳禮昌 

(鄭崇楷, 潘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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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的操練                                                             樊景文長老傳道 

早前看過一則新聞，香港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指出，有三個簡單方法可

應對疫境和壓力，預防抑鬱症：一、要好好照顧自己的健康；二、懂

得放鬆自己；三、保持社交接觸等等。因應近年全球陰霾下，近年新

興一種職業叫做「快樂導師」，他們教導這些不快樂的人如何每天過

得開心些。其實世人所追求的快樂皆短暫，如相約好友聚會暢談、吃

喝、唱 K、購物、看電影、打機、旅遊等等，過後仍各自空虛寂寞！ 

基督徒卻可以靠主常常喜樂，聖經表明我們毋須靠外在環境或物質等

因素來滿足心靈所需。靠主喜樂是源自內心，與神關係連結拉近，可

以日日更新，如耶穌所說，祂是活水江河，到主面前的人永遠不渴！

這是屬靈的操練，眼望永恆的信仰。 

「喜樂」如同人的肌肉般需要操練，肌肉要做運動才可以靈活、健康

和結實，喜樂亦可以藉着操練變得堅穩，令人羨慕！這不是說，從此

不再有負面情緒，人生的苦與樂及心情起伏仍是難免，但經過不斷操

練，我們更曉得調節心態，在困難、疾病、傷痛、甚至情緒不安時，

明白主是知道的！想起使徒保羅的勉勵：「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

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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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事奉人員 (18/12)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耶穌是神的兒子」 

  楊建君 

「耶穌升天」 
  陳禮昌 

講員 黃國平 羅善卿 
主席/領詩 馮康寧 廖玉珍 

司琴 劉欣安 黃嘉莉 

當值/報告 何桂榮 吳寶婷 

司事/防疫 祝世傑、彭玉貞 關潔玲、何桂榮 

音響 林敏瑩 龐靜民 

樓梯機 劉國泰  陳肇銘  

擘餅用具 陳翠珍 秦麗欽 

兒童崇拜 楊建君、李御築 楊建君、李御築 

幼兒崇拜 陳恩倩、葉曉彤 陳恩倩、葉曉彤 

兒童秩序 羅真轉 譚蕙珊 

主日福音聚會 (副堂舉行) 早上 10:15 開始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11/12 耶穌是生命 吳寶婷 
18/12 神的話是律法 郭偉文 

 

家事報告 

1.〔每月一單張〕介紹福音小冊子《神降世 人高升》。趁著聖誕節期，藉此 
  小冊子將耶穌降世的真相，傳遞給未信的親友，將福音傳揚。 

2.〔出擊佈道〕12月11日主日下午2:30-4:30到新墟和大會堂向印傭佈道。 
  請在司事枱報名，以便安排分組。 

3.〔冬令會〕12月23至26日（周五至周一）以實體及ZOOM進行，詳情參閱  
  大堂海報，今天截止報名，請盡快於司事枱報名。弟兄姊妹請為講員、 
  籌委、各項事奉及自己參與的心禱告。也求主使用這屬靈筵席讓肢體 
  靈命重整。 

4. 〔2023教會行事曆〕已經上載屯平網頁，方便弟兄姊妹關心教會。  
  http://www.tmpec.org/files/2023/2023TMPEC_Schedules.pdf  

5.〔疫苗通行證要求〕由11月17日起進入本堂時，只需掃「安心出行」，毋須 
  反掃「疫苗通行證二維碼」，「黃碼」者也可進入。但仍須符合「疫苗通行 
  證」的接種要求，參閱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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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主藉着禱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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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 楊建君 提摩太團契 吳德生、陳攀進 

21/12 樊景文 冬令會 陳生華、陳月琴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7/12            出席：18 人 

(二) 詩歌：「人們需要主」 

(三) 經文：羅馬書 1:13-15 (新譯本) 

(四) 禱告重點： 

1.傳福音要有計劃：為福音對象禱告，安排相聚和邀請   

2.善用福音工具：單張、小冊子常準備，隨時傳隨地去傳講 

3.認定人人需要福音：任何種族，任何背景，任何年齡的人都需要救恩 

4.有障礙不氣餒：不怕失敗，重新計劃和裝備 

(五) 月禱會：  

記念教會… 

 明年行事曆編排；冬令會籌備及參與。 

 求主興起教會工人，恩賜配搭事奉，彼此服事。 

記念世局和社會… 

 各處都有飢荒、地震、戰爭，藉此喚醒人心，回歸神。 

 疫情仍是嚴峻，確診者康復，為在上掌權者有智慧處理。 

記念肢體… 

 處身病患中的肢體，經歷主同在的安慰，也給照顧者力量。 

 將心所掛念的肢體，以信心禱告交託主… 

(六) 其他代禱: 

1. 記念落在患難中的肢體及親友，經歷主扶持加力。 

2. 求主為屯門堂預備及感動合適新同工配搭事奉。 

3. 為冬令會講員、籌委、各項事奉及自己參與的心禱告，求主使用這屬

靈筵席讓肢體靈命重整。 



 

團契聚會  

24/12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冬令會 

17/12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佈道實踐：務要傳道 

17/12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查經：征服迦南(1) 

17/12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中西區觀賞之旅 

17/12 (日) 12:00 中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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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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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32 4,000  50042 2,000  50153 300  49382 1,000  49332 1,000  

49332 2,000  50103 4,000  50154 1,000  50045 500  50147 100  

49382 500  50141 2,000  50158 500  50145 7,000  冬令會 

49634 900  50144 5,000  教會維修 50147 400  49382 500  

49723 2,800  50145 5,000  49332 500  50148 300  
奉獻總額 

62,700.00 
49990 300  50149 10,000  慈惠  50150 400  

50001 10,000  50152 200  49332 500      

 

2022 年閱讀奬勵計劃【再熾喜閱】於 31/12 截止登記，

2023 日 1 月 15 日崇拜後頒奬，設個人奬、推介奬， 

親子奬，詳情參看圖書館內、外海報。 

12 月當值 

建君弟兄 

財政簡報 2022 年 8 月 財政簡報 2022 年 9 月 

收奉獻：42 封 慈惠基金 收奉獻：46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85,160.00 收入 $500.00 奉獻收入 $122,560.00 收入 $500.00 

支出          $115,374.58 支出 $4,000.00 支出          $115,537.73 支出 $4,000.00 

 本月結存 ($3,500.00)  本月不敷 ($3,500.00) 

本月不敷   ($30,214.58) 承上月結存 $91,319.30 本月結存      $7,022.27 承上月結存   $87,819.30 

 累積結存     $87,819.30  累積結存       $84,319.30 

其他代收 :   其他代收 :   

愛心代轉       2,100.00   愛心代轉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