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崇拜的來賓  05/03/2023 
 

本週讀經  約書亞記 23 章-士師記 21 章 

聖經機編號  2 1 0 -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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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 35周年–信仰成長                              陳禮昌長老 

結婚 35 周年是甚麼婚？坊間稱之為「珊瑚婚」，它的根據從何而

來，不得而知。轉眼間，「屯門堂」亦踏進 35 周年。自己的蒙恩

歷程也是從 1988 年開始，至今也是 35 個年頭。回想初次接觸基

督教會，全是天父鴻恩，拯救我這個罪人。 

1988 年 5 月，家父因急病離世。對生死問題一向不願，也不想思

量的自己，死亡忽然變得那麼接近！人的那口氣一斷絕，留下的只

是冷冰冰的軀體，在人裏面的『我』會去哪裏呢？感謝神，藉着神

的話就找到答案；聖經指出世人因犯罪，虧缺了聖潔的神的榮耀，

卻蒙神所預備的救贖，藉着神兒子基督耶穌的寶血，得蒙拯救，靈

魂不被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蒙恩之後，聖經的話對初信的我，

誠然想要多讀多認識。記得開始返教會團契，那時團契正查考「尼

希米記」，第三章是歸回的以色列民重建耶路撒冷城牆﹔從「羊

門」繞一周，再回到羊門，明白聖經字句記錄細節何等嚴謹，開通

我對經文的認識，實在叫人興奮。 

今天，經過 35 年，愈加發現自己對聖經的認識膚淺，對實踐神話

語愈覺虧欠。但感謝神，聖經的話仍是隨時隨在地教訓與督責，安

慰和鼓勵着我。祂賜予我活潑的盼望，困難時能堅忍。在此彼此勉

勵，要在讀經生活上持之以恆，不要將讀經看為沉悶，若你有此感

覺，當小心，你的信仰狀況可能已出了問題。 

「我看萬事盡都有限，惟有祢的命令極其寬廣。」（詩篇 119:96） 



 

  ［事奉人員禱告會 8:45 開始〕 
〔擘餅  9:15 開始〕；〔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 10:15 開始〕 

Zoom 直播安排，可於聚會前 10 分鐘登入，安靜預備  

職事 5/3 事奉人員 12/3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向神羔羊的大敬拜」 

陳禮昌 

「我就是生命的糧」約 6:48 

郭偉文 
講員 樊景文 廖烈康 

主席/領詩 何桂榮 劉蔚旻 
司琴 劉欣安 黃嘉莉 

當值/報告 郭偉文 吳寶婷 
司事/防疫 何玉琼/吳寶婷 劉月芳/彭玉貞 

音響 林敏瑩 陳家鏞 
樓梯機 樊銘恩 陳肇銘 

擘餅用具 陳翠珍 秦麗欽 

兒童崇拜 劉國泰、李御築 劉國泰、李御築 

幼兒崇拜 楊建君、張慧賢 楊建君、張慧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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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聯合崇拜 -  
12/3 得救確據與重生 何桂榮 

 家事報告 

1. 〔宣讀2023年2月份執事會議決案，共五項〕1) 通過由陳禮昌弟兄為本堂 
   執事會主席，由2023年3月1日起生效。2) 通過接納樊景文弟兄因家庭需 
   要，辭任本堂傳道人一職，任期至2023年3月31日止，長老角色不變。 
   3)通過邀請樊景文弟兄為本堂作義務傳道，由2023年4月1日起 ，以繼續協 
   助屯平牧養職事。4)通過黃寶玲姊妹由2023年4月1日開始恢復成為屯門平 
   安福音堂直接聘用的傳道人。原先由平安福音堂聯合事工委員會所享有的 
   福利和年資轉為堂會僱員後一切不變。5)通過拆除一部天花分體式冷氣機 
   及新裝兩部天花分體式冷氣機(近禮堂入口)，費用實報實銷。 

2.〔擘餅聚會〕由本主日開始時間提早至 9:15，事奉人員祈禱會為8:45。 

3.〔肢體交通聚會〕「差傳與我」，鼓勵弟兄姊妹主日崇拜後留步一同參與。 

4.〔出擊佈道〕4月9日 下午2:30-4:30到教會附近及大會堂出擊佈道，同時段 
  可以安排肢體家人探訪。請在司事枱報名，以便安排分組。。 

5.〔聯堂聖經問答比賽〕3月11日(周六)下午4:00-5:30，平安福音堂60周年  
  堂慶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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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歡迎肢體回來支持。 

6.〔3月平安月報〕已上載屯平網頁，方便弟兄姊妹在網上瀏覽， 
   http://www.tmpec.org/files/2023/PEC_M202303.pdf 

7.〔聚會及防疫措施〕因應口罩令撤銷，請留意網頁上的更新建議安排。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www.tmpec.org/files/2023/PEC_M202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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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廖玉珍 靈修生活 廖綺雯、姚麗華 

15/3 彭玉貞 教會主日學 方志光、陳淑娟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1/3               出席：21 人 

(二) 詩歌：【主耶穌說這天國的福音】平安詩集 500 

(三) 經文：馬太福音 24:12-14 

(四) 禱告重點： 

       1. 雖無法無天，仍靠主忍耐 

       2. 得時不得時，傳揚主福音 

       3. 生活常聖潔，直到主再臨 

(五)月禱會： 

記念教會… 

 下午執事會議同心；按行事曆編排籌備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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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處都有地震、戰爭、不法的事，使之甦醒人心，回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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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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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在患難中的肢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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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順利完成安裝。 

5 記念羅志芳姊妹近期身體較疲乏，未來兩星期會做多方面的檢查及藥物

調較。 

 

 



 

團契聚會  

11/3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耶穌是世界的光 

18/3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書卷介紹：馬太福音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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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查經：天國的比喻三(太 13:31-35) 

12/3 (日) 12:00 中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戶外周：十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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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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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總額 

21,500.00 

49893 2,500  50302 500  49893 1,000  50296 100  

50296 1,000  50308 12,000  50346 3,000  50346 1,000  

5030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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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當值 

寶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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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