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2/7/2020 
 
福音班－主日早上 11:45（歡迎慕道朋友參加）  

日期  負責人  主 題  形式  

7 月  福 音 班 暫 停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何 9-11 何 12-14 
王下 16-17, 
代下 28 

賽 1-3 賽 4-6 賽 7-9 賽 10-12 

聖經機編號 871-873 874-876 
329-330, 
395 

680-682 683-685 686-688 689-691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 (鄭崇楷, 潘就全) 

傳道：樊景文、黃寶玲 

幹事：陳家恩 

堂址：屯門青柏徑 6 號鹿苑高層地下(青菱徑入口) 電話：2459 3222 傳真：2452 6673 

本堂網頁 http://www.tmpec.org，電郵 tum@hkpec.org，主網頁 http://www.hkpec.org/ 

神應允禱告                                黃寶玲傳道  

禱告蒙神應允，相信這是眾信徒人心所願。詩篇記載了詩人眾多禱告，
大衞王所佔篇幅特別多，尤其在急難中、恐懼中、困苦中的求告，「我
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詩 34:4)」這樣

禱告蒙神應允，是何等大的釋放！到底何謂「神應允」我們的禱告呢？  
詩篇中不少「神應允」的禱告，「應允」是「回應、回覆、回答」，是
神答應人的呼求，不是為人完成任務。神「應允」，這件事令人深深感
到寶貴和感動。試想高高在上的神，對卑微如微塵的人的呼求，竟然作
出回答、回應。祂為何要回答人的呼求（無論大事、小事、個人的事、
國家大事）？詩人給我們清楚答案。  
「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看顧我，應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
至死。(詩 13:3)」「我呼求的日子，你就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裡有
能力。(詩 138:3)」 

神應允，不是為我們消災解難，有求必應，反而是重新調整禱告的人，
使他眼目光明，不至沉睡，心靈得鼓勵，以致有能力。  
這不單是詩人的經歷，每當我們心靈受困，情辭迫切地禱告，在神微聲
回應下，我們同樣可以經歷心靈重新得力、眼光角度看得更廣闊的解救，
這是何等奇妙的「神應允」。  
主啊！我要一心稱謝祢、我要一心尋求祢、我要一心呼籲祢。  
我們在疫情下常常禱告，一心向神求出路，相信神已應允你所求。投靠
耶穌基督的人，生命已有永生的出路，在不同的處環中，神必要開我們
眼光、加我們能力，願神親自應允每個不同的禱告。  
 



 ZOOM 同步直播安排  

[擘餅 9:30-9:55]；[主日崇拜:10:15 開始] 可早 10 分鐘進入，安靜預備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職事表  

請準時出席九時事奉禱告會，亦歡迎肢體們一同參與。  

職 事  (12/7) 事奉人員  (19/7)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耶穌的恩慈) 楊建君(無能的大能) 

講員  樊景文  雷振華  

主席/領詩  黃玉燕  方志光  

司琴  陳恩倩  楊另志、劉欣安  

司事  徐水棠、關潔玲  鐘少榮、章彩娟  

當值/報告  何桂榮  廖玉珍  

防疫天使  郭偉文、彭玉貞  郭偉文、黃嘉莉  

音響  龐靜民  林敏瑩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劉蔚旻  

擘餅用具預備  陳翠玲  何玉琼  

 

黃俊傑  

 

 家事報告                                                                        

1.〔疫情措施更新〕○1 主日崇拜(擘餅聚會及崇拜講道)：實體與 zoom 同

步直播，弟兄姊妹如有顧慮，可留在家中參與網上崇拜，現階段鼓勵

兒童和長者留在家中參與，直至另行通知；○2 聚會前後，請會眾交談

時留意社交距離，聚會後盡快離開教會範圍，以便進行防疫善後；詳

情更新請留意屯平網頁 http://www.tmpec.org/ 

2.〔浸禮資訊更新〕本堂浸禮日期為本年 11月1日，截止申請日期為本年 

7 月 31 日。本堂接受申請受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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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申請

受浸者必修受浸輔導班共三課。  

3.〔聯堂培靈會〕主題：重燃使命，11月5至7日 (週四至週五晚上 7:30-9:30；

週六晚上 7:00-9:00)在香港培正小學禮堂舉行。三晚分題：認定身份:

從信徒的身份反思大使命的實踐(彼前) 迎向挑戰 :從時代潮流反思對

大使命的衝擊(西)廷續使命 :反思今日大使命的承傳與成全(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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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同步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為神國、為神家、為肢體的需要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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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楊建君  教會中的孩童  蔡富華、谷麗萍  

22/7 黃寶玲  教會中的青少年  徐水棠、章彩娟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1/ 7     出席：25 人  

(一)詩歌：【每一天】青年聖歌 (舊曲新詞 ) 

(二)經文：提摩太後書 4:5 至於你，凡事都要保持頭腦清醒，(新漢語譯本) 

(三)禱告方向：  

1.分別為聖，過生活 (身份) 

2.提高警覺，不怕難 (態度) 

3.福音使命，到主來 (忍耐) 

(四)小太陽代禱：  

留守同事們的安全，把握機會及有智慧分享好消息和各樣資源。  

各國同事能平安返回烽國服事。  

賜福烽國信徒在疫情中更深經歷主，見證主。  

求主止住烽國首都的疫情蔓延。  

鄉村仁愛診所的發展和管理，並得着人心。  

可以請到適合的工人姐姐照顧媽媽。  

(五)其他代禱：  

曾家棠弟兄夫婦，感謝主恩典、賜福，感輕身體痛楚，可以自然地休息睡
眠。求主讓我倆靠主的心越發堅固！  

聚會及抗疫措施：2020 年 7 月 11 日更新~基於政府放寬限聚令人數為 50

人，並且宗教聚會獲豁免，但不准飲食 (領聖餐禮儀獲豁免 )，人數上限是

處所可容納的八成。  

1.主日崇拜：主日崇拜(擘餅聚會及崇拜講道)：實體與 zoom 同步直播，

弟兄姊妹如有顧慮，可留在家中參與網上崇拜，現階段鼓勵兒童和長者

留在家中參與，直至另行通知；  

2.周三晚祈禱會：實體並 ZOOM 同步。  

3.各部會議、團契及主日學：建議自行安排恢復實體聚會，並依照教會的

防疫須知聚集及善後。  

4.兒崇及幼崇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5.因疫情已在社區爆發，各聚會模式隨時有變動，鼓勵弟兄姊妹在抗疫期間以

電話或 WhatsApp 保持關顧及代禱，並關懷鄰舍的需要，為香港及各地的疫情

守望代禱。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7 月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暫停聚會  

18/7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重聚日  

18/7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靈程檢閱  

18/7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查經(彼前三 8-22) 

19/7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查經(基甸) 

老友記查聚  

七月 嘉濤耆樂苑探訪及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7 月當值 

倪春姊妹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提前 4：15 

圖書館外書架已更新，歡迎在大堂內翻

閱，不設外借。  

 

財政簡報 2020 年 2 月 

奉獻封數  43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172,834.00 支出 $0.00  

支出  $45,409.78 本月結存      $300.00 

本月結存   $127,424.22   

   承上月結存 $73,8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4,169.30 

小太陽事工  $1,994.00   

愛心代轉  $3,200.00   

 

財政簡報 2020 年 3 月 

奉獻封數  65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373,185.00 支出 $0.00  

支出  $178,430.40 本月結存      $300.00 

本月結存   $194,754.60   

   承上月結存 $74,1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4,469.30 

小太陽事工  $8,973.00   

愛心代轉  $4,400.00   

 

奉獻記錄(2020年 7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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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恩  

43435 100 48501 2,600 48360 500 48596 100 48422 300 

47780 2,500 48516 9,000 48426 500 48610 300 48423 300 

48414 1,200 48579 1,600 48501 100 48742 300 48595 3,500 

48420 2,700 48583 2,800 48550 500 48784 500 48596 400 

48421 3,000 48592 500 48581 500 48786 200 48597 200 

48425 1,800 48594 2,000 48595 500 白封 997 48610 5,500 

48426 3,100 48610 3,700 慈 惠  愛 心 代 轉  48723 400 

48427 1,200 48723 600 48610 300 48430 1,000 48742 700 

48428 10,000 48784 1,500 48582 10,000 48723 1,000 48769 100 

48430 2,000 48785 4,800 教 會 維 修  
奉獻總額 89,997.00 

    
48610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