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21/3/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書 12-15 申 16-18 書 19-21 書 22-24 士 1-4 士 5-8 士 9-11 

聖經機編號  199-202 203-205 206-208 209-211 212-215 216-219 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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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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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神偷奪不走的屬靈回憶             樊景文傳道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
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
並你的城門上。」（申命記六 4-9） 

相信大家都有出門時忘了帶鎖匙的經驗、帶了手機卻忘了充電、回家
後才記起漏了該買的東西、剛吃藥卻忘了到底吃過沒有！有研究指
出，記憶力減退可分為生理與病理兩種，前者因記憶力隨著年齡增長
而逐步減退，退步速度較慢。後者是因某些原因而導致記憶力加速提
早減退，通常涉及認知能力的記憶減退。 

從屬靈角度來看，神的話是我們靈性的糧食、是維持我們與神關係的
基本要素。聖經提醒我們應如何將神的話放進生命和生活之中，參考
上述經文：我們要用耳聆聽、要用心領受、要用悟性理解、要用眼察
看、要用口教導與談論，讓神的話語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並要
用各樣方法，不分晝夜，全力牢記神的話。 

世上只有天父最了解我們，祂知道我們的本相，就是容易忘記，也總
有一天因記憶力衰退而被動地忘記，就好像身邊有個「歲月神偷」，常
常趁機將神的話從我們腦海中奪走。人生際遇總有悲歡離合，惟靠主
恩渡過。想牢記神的話和神的恩，不妨從今天開始吧。堅持每天與主
親近，勤讀聖經，與主同行共話，並用你的方法記錄你的靈程日誌，
將來就算記憶力衰退，也有日誌作憑藉，勾起我們回想神昔日與我們
親切對話的寶貴片段。 

 



 

 家事報告                                                     

1.〔教會維修〕教會對着正門的壁報背板及單張架須拆除，以便修理天花水

渠漏水，此項工程已修妥，費用由鹿苑管理處負責。而壁報背的石屎

牆及假天花架有待由本堂安排師傅修補。 

2.〔長執會議〕下主日 3 月 28 日下午 2:30 Zoom 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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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擘餅主日預告〕 4 月 4 日安排，09:30-10:00 默念主愛-影音(黃寶玲) ; 

10:15-10:40 詩歌+擘餅(楊建君)；10:40-11:20 講道(樊景文) ;  

11:20 家事報告(黃寶玲) 

4.〔肢體交通會預告〕4 月 4 日，主題「讀經計劃」，內容：肢體讀經心得

分享，分組彼此交通勉勵代禱，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Zoom 直播安排，可早 10 分鐘進入，安靜預備  

〔擘餅 9:30-9:55〕；〔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10:15 開始〕  

〔事奉人員禱告會:9:00 開始〕  

職事  (21/3)事奉人員  (28/3)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樊景文 

「不被震動的常存」 

來 12:27-29 

何桂榮 
「因主活著，我們也要活著」  

約 14:19 

講員  呂廣輝  黃寶玲  

兒童崇拜  陳恩浩、李御築  樊銘恩、麥雅慈  

聚會及抗疫措施 3 月 17 日更新：  

鑒於疫情反覆，政府再延長撤消宗教活動中群組聚集的豁免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教會配合公眾利益，在上述期間停止一切實體的聚會。  

 

2021 年第一季 ZOOM 主日學  

主題:【詩篇】選讀「上行之詩」         導師:樊景文、黃寶玲傳道  

日期:1 月 10,17 日、2 月 7,21 日、3 月 14,21 日、4 月 11,18 日 (共八課) 

時間:主日下 2:30-3:30；詳情:參閱網上宣傳海報；報名:屯平網頁上報名 

 

主題:【在恩典中活出今天--摩西五經】         導師:伍敏婉姊妹  

日期:1 月 31 日開課，2 月 21,28 日、3 月 14,21,28 日、4 月 11,18 日 (共八課) 

時間:主日正午 12：00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Zoom 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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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彭玉貞  本堂長執、同工  余家駒、陳秉光 

31/3 黃寶玲  教會主日學  李超、李玉琴  

(一)祈禱會主題：擘餅崇拜生活    日期：17/3       出席：20 人  

詩歌：【榮耀歸與最高神】平安詩集  

經文：歌林多前書 11:26-29；約翰福音 4:23-24 

禱告重點：  

1. 重視神與我們每個主日的約會(態度：不因各自在家而減輕尊崇神的
心，預備好自己到神面前；預備：聖經、詩集、紙筆；衣飾：端莊) 

2. 以感謝思念的心記念主的救恩  

3. 以恭敬愛慕的心敬拜主  

4. 謙卑、專心、細想地聆聽神的話語  

5. 努力遵行神的旨意  

6. 以崇拜的心態過每天生活  

(二)代禱肢體：陳翠玲姊妹、譚炳宗弟兄  

[翠玲]感恩：主保守自己與家人有健康的身體，又賜恩典和力量，得以照
顧好兩個孫兒。在疫情下摩西團契能在過去週末順利舉行網上視
像聚會，團友都開心見面、彼此分享與相交。  

代禱：能善用時間更多親近主。祈求懈怠了的佈道心志，再次被主
愛激勵，把握各樣機會向親鄰傳福音。  

[炳宗]感恩：即使未能親身返教會，也可透過信息重溫聽道。雖沒有外出，
但有太孫兒在家嘣嘣跳跳，也帶來歡樂，時間也過得快些。  

代禱：望疫情快些結束，可正常返教會與弟兄姊妹見面。全屯門平
安福音堂弟兄姊妹身體健康。之前入院安排做心臟超聲波檢查，
到現在還未有期檢查。  

(三)其他代禱：  

1.陳翠玲姊妹媽媽朱惠雲姊妹，因胃部不適入院，醫生再次幫她吊鹽
水和插尿喉，再做一些檢查，求主施恩，找出疼痛的原因，讓醫生
安排合適的藥物來醫治媽媽。  

2.曾家棠弟兄夫婦，過去覆診後誤服過量藥物，感恩一天內發現，但
引致身體十分辛苦不適，求主繼續保守，賜我平安康復也記念燕玲
勞苦及未信主家人早日蒙恩。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Zoom 視像聚會) 週會主題  

10/4(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靈程日誌分享  

3/4(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末世中的世情  

27/3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書中黃金屋  

27/3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查經(啟示錄 別迦摩) 

28/3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末世百態—工作漩渦  

 

本堂「奉獻年度」截數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28 日下午二時，往後所收

奉獻將撥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計算；另外，代轉予機構及肢體的金額

不會列入奉獻收據之內，敬請留意。 

在暫停聚會期間，若有奉獻請以支票郵寄回教會。如有任何查詢，請致

電教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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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當值 

寶玲姊妹 

疫情下教會圖書館仍然開放借閱，請致電

教會有人就可回來借還。  

奉獻記錄(2021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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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總 額  

2 0 , 4 9 7 . 0 0  
48944 1,600 49032 400 49035 16,000 白封 997 

49031 500 49033 1,000         

 
財政簡報 2020 年 10 月 

奉獻封數  41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231,000.00 支出 $0.00  

支出  $185,662.51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45,337.49   

   承上月結存 $88,0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069.30 

小太陽事工  $5,972.00   

愛心代轉  $1,000.00   

 

財政簡報 2020 年 11 月 

奉獻封數  44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391,250.00 支出 $0.00  

支出  $149,344.61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241,905.39   

   承上月結存 $88,0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069.30 

小太陽事工  $4,995.00   

愛心代轉  $2,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