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崇拜的來賓  26/02/2023 
 

本週讀經  申命記 34 章  – 約書亞記 22 章 

聖經機編號  1 8 7 - 2 0 9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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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主愛、遵主話、候主來           樊景文長老傳道 

平安詩集 418 首名為「求主為我擘開你生命餅」，歌名及歌詞中的

「你」當然是指耶穌基督，他本來是神，是創造的主。父神差遣祂

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世間，擔負全人類的罪，故此他也是救贖

主，對於那些願意承認自己的罪的人來說，是救命恩人。「罪」很

可惡，因它會偽裝，使人得到某程度短暫滿足和快感，罪中之樂使

人陶醉，甚至麻木，替代了永恆的主宰，忽略了真神之愛！ 

(第 1 節) 求主為我擘開你生命餅，正如當年你在海邊擘餅； 

主，我今在聖經尋求聖言，因我饑渴心靈愛慕靈筵。 

(第 2 節) 主，懇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像你擘餅祝福在加利利； 

以後釋放鎖鏈，捆綁無存，賜我自由平安一切福氣。 

詩歌第二及第三節帶領我們到主面前，想起他為我所做的一切，為

我紆尊降卑，為我受屈辱，為我犧牲捨命，使我這原是被罪捆綁的

人得釋放，得享與神和好的永恆福樂。感謝神的恩典，每主日在擘

餅聚會中，凡經歷主恩主愛的信徒，可以藉聖言(經文)、詩歌、禱

詞向主獻上感恩讚美。當然，我們知道基督徒的感恩生活在於每時

每刻，並非限於擘餅聚會當日。 

下主日(3 月 5 日) 開始，擘餅聚會的聚會時間有所調整，祈盼給予

更多肢體作出感恩回應。在這紛亂的世代中，將自己的身心靈分別

出來，更多地想主愛、遵主話、候主來。 



 

  ［由 3 月 5 日起，事奉人員禱告會 8:45 開始〕 

Zoom 直播安排，可於聚會前 10 分鐘登入，安靜預備  

〔擘餅  9:15 開始〕；〔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 10:15 開始〕 

職事 26/2 事奉人員 5/3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主與我們同在」(約 14:16-18) 

樊景文 

「向神羔羊的大敬拜」 

陳禮昌 
講員 黃寶玲 樊景文 

主席/領詩 彭玉貞 何桂榮 
司琴 陳恩倩 劉欣安 

當值/報告 廖玉珍 郭偉文 
司事/防疫 章彩娟/徐水棠/陳禮昌 何玉琼/吳寶婷 

音響 馮康寧 林敏瑩 
樓梯機 陳肇銘 樊銘恩 

擘餅用具 何玉琼 陳翠珍 

兒童崇拜 陳恩浩、譚惠芳 劉國泰、李御築 

幼兒崇拜 劉蔚旻、劉穎同 楊建君、張慧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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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審判的比喻 郭偉文 
5/3 聯合崇拜 - 

 家事報告 

1. 〔擘餅聚會〕由3月5日開始，時間為早上9:15開始，事奉人員祈禱會 

   同步提前至8:45開始。 

2.〔月禱會〕請弟兄姊妹留步一同為教會、社會、肢體禱告 。 

3.〔長執會議〕今日下午2:30舉行，請各長執依時出席，請弟兄姊妹為長執 

  及會議商討祈禱，求教會的主恩領。 

4.〔聯堂聖經問答比賽〕平安福音堂60周年堂慶活動，一方面鼓勵弟兄姊妹 

  讀經，也歡迎一同報名參賽，屯門堂將以隊際名義出賽。3月11日下午 

  4:00-5:30將開放給所有肢體回來支持。 

5.〔肢體交通聚會〕下主日3月5日「差傳與我」，鼓勵弟兄姊妹主日崇拜後 

  留步一同參與。 

6.〔浸禮預告〕今年浸禮謹訂於7月2日舉行，並開始接受申請受浸(包括轉 

  會者)，凡信主清楚得救一年以上，有穩定教會生活，可先書寫得救見證及 

  與團契導師交通。申請受浸者必修受浸輔導班共三課，並於 3 月 26 日前 

  遞交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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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 -- 

8/3 廖玉珍 靈修生活 廖綺雯、姚麗華 

(一) 祈禱會主題：副堂崇拜           日期：22/2               出席： 23 人 

(二) 詩歌：我們齊來事奉主 (平安詩集 421) 

(三) 經文：申命記 10:20；路加福音 4:8；歌羅西書 3:24 

(四) 禱告重點： 

1 在副堂服事的肢體有同心事奉主，彼此配搭扶持 。 

2 求主記念副堂陪談員可以與慕道朋友有合適的交談。 

3 求主使用副堂崇拜，感動肢體帶領親友聽福音 。 

4 求主憐憫慕道的朋友，能認識福音及接納主耶穌為救主， 

有得救重生的生命。 

(五)代禱肢體： 

羅愛蓮姊妹 

感恩：有穩定教會生活，有弟兄姊妹關心。雖然有腳痛，但還可以自

由行走，全是恩典。 

代禱：獨居生活有主恩典，求主賜下愛神愛人的心，常懂禱告感

恩。家裏餘下的親人不多，盼望他們有機會信耶穌。 

徐水仙姊妹 

求神安排合適日子做寛關節手術。求神預備一組好外科醫生團隊做今

次的手術。記念手術能成功，並且沒有什麼相關風險。盼望手術後，

能有好的休息。然後再次重新出發為主努力傳福音，播福音種子。 

(六)其他代禱： 

1 求主興起教會工人，在末世承傳教會使命，預備合適的同工配搭服事。 

2 念在患難中的肢體，在主恩典中靠主經過。 

3 求主保守新爬樓梯機有安全的運作。 

4 求主保守餘下未安裝的 LED 光管，能順利完成安裝。 

 

 



 

團契聚會  

11/3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耶穌是世界的光 

4/3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經卷重温：提摩太前後書 

11/3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查經：征服迦南(4) 

4/3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出擊佈道：願祢的國降臨 

5/3 (日) 12:00 中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肢體交通會「差傳與我」 

 

 

奉獻記錄以網頁資料為準，如有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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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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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代轉 

奉獻總額 

23,200.00 

50247 4,500  50300 3,100  50247 500  50294 10,000  

50293 4,300      其他 感恩 

        50295 200  50297 600  

 

 

 

 

 

 

2023 閱讀奬勵計劃：【季季喜閱】只需在每一季度內，

在教會圖書館完成借閱任何屬靈書籍，均有鼓勵奬項。

下次公佈日期為 4 月 2 日。詳情參看圖書館海報。 

2 月當值 

禮昌弟兄 

財政簡報 2022 年 10 月 財政簡報 2022 年 11 月 

收奉獻：63 封 慈惠基金 收奉獻：53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470,470.00 收入 $500.00 奉獻收入 $126,724.58 收入 $500.00 

支出          $150,060.02 支出 $4,000.00 支出          $134,287.84 支出 $4,000.00 

 本月結存 ($3,500.00)  本月不敷 ($3,500.00) 

本月結存    $320,409.98 承上月結存  $84,319.30 本月不敷     ($7,563.26) 承上月結存   $80,819.30 

 累積結存      $80,819.30  累積結存       $77,319.30 

其他代收 :   其他代收 :   

愛心代轉    $23,350.00   愛心代轉    $3,7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