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 迎 首 次 參 與 崇 拜 的 來 賓  13/2/2022 
 

本 週 讀 經  民數記二十五章至申命記十章  

聖 經 機 編 號  1 4 2 - 1 6 3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 (鄭崇楷, 潘就全) 
鑑定長老：何桂榮，陳禮昌 
傳道：樊景文、黃寶玲 
幹事：陳家恩 

靠主恩典，安心同行                     樊景文傳道 

「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

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

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馬書 8:37-39) 

政府 2 月 8 日公布，將《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599 章）下的法例

修訂刊憲，並收緊一系列社交距離措施，生效期間為 2 月 10 日至 2 月

24 日。因應香港疫情急劇惡化，當局進一步加強疫情防控措施，以應

對當前嚴峻疫情，宗教場所被納入第 599F 章規管的表列處所，因此宗

教活動將被剔出第 599G 章原先的豁免範圍。日後任何人士進入這些

處所，均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和符合「疫苗通行證」

的相關要求。（資料來源：政府因應疫情變化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2/09/P2022020800738.htm） 

在堂會暫停開放期間，教會同工將採用電話、whatsapp、短訊、視像

等方式進行牧養關顧。縱然面對眾多限制，但靈修、讀經、禱告親近

主的心、大使命實踐、見證福音卻不會被停止！上述經文提到，保羅

面對生死攸關時說：「因為我深信…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祝

願弟兄姊妹能在疫情多變的世代中，經歷神同在的安慰，又願賜人平

安的神，保守我們的身、心、靈，並帶領我們早日步出疫症的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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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2/09/P2022020800738.htm


 
疫情下特別安排［事奉人員禱告會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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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開始〕  

職事  (13/2)事奉人員  (20/2)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以馬內利」太 1:23 

郭偉文  

「神極豐富的恩典」弗 2：7 

何桂榮  

講員  黃姊妹  黃寶玲  

主席 /領詩  樊景文  黃寶玲  

當值 /報告  黃寶玲  樊景文  

兒童崇拜  Zoom 陳恩浩、劉穎同  Zoom 陳恩浩、劉穎同  

幼兒崇拜  暫停  暫停  

〔主日福音聚會暫停〕  

 

 家事報告                                                     

1. 〔聚會及抗疫措施〕鑒於第五波疫情嚴峻以及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屯平將從

本年2月10日開始停止開放，直至2月24日。各聚會將以Zoom視像形式進行。

幼兒崇拜及主日福音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詳情留意教會網頁更新通

告http://www.tmpec.org/index.html 

2. ［出擊佈道］因疫情影響，今日出擊佈道改為zoom網上舉行，邀請短宣

常青、倩青結業肢體分享。內容範圍：1.佈道見證；2.佈道得激勵的事

情；3.介紹佈道工具或如何善用佈道工具。肢體需於google form或在

團契群組報名。https://forms.gle/ZdqgV3FBp9j7k58R9  

3.〔福音喜訊：鐘意與愛〕情人節在即，可與親友分享此福音喜訊，彼此祝福

https://youtu.be/fVuc2maqzRs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www.tmpec.org/index.html
https://forms.gle/ZdqgV3FBp9j7k58R9
https://youtu.be/fVuc2maqz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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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樊景文 脫去舊人 梁繼榮、伍敏婉 

23/2 黃嘉莉  副堂及幼兒崇拜  鍾少榮、馮惠宜  

(一)祈禱會主題：擘餅崇拜生活    日期：9/2      出席：25 人 

詩歌：【求主為我擘開祢生命餅】《平安詩集 418》 

經文：使徒行傳二 46-47 

(二)祈禱重點： 

1.疫情期間仍敬虔聚會 

2.讚美稱頌，心口如一 

3.思念主恩，敬虔愛主 

4.慎聽主話，聽道行道 

(三)代禱肢體：樊景文、羅志芳夫婦  

[景文]感恩：身心靈皆有健康事奉主  

代禱：求主加添愛主愛人的心、講道恩賜牧養弟兄姊妹的心；把握時機

向未信主的家人傳福音。  

[志芳] 感恩：合家平安主恩豐足；仍有網上神學課程學習。  

代禱：為未信主家人，求主憐憫，早日信主。  

(四)其他代禱： 

1.記念張寶珠姊妹一家本月將移居英國，感謝神，見到神的恩手在出發的事

上作了很多巧妙的安排。求主為一家預備合適教會、居所及學校。讓信

主的家人知道主恩，更信靠恩主，未信主的，早日信耶穌！ 



 

在疫情期間若有書藉需要特別延期借閱可與圖書部部員聯

絡。書藉閱讀後請放還書處，將消毒後上架。 

 

 

 

 

 

 

 

 

 

 

 

 

Zoom 團契聚會  

26/2 (六) 09:30 早 摩西團－長者 永生路  

19/2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願作的心  

19/2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盡心盡性愛神  

19/2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查經(2 章)-王的童生逃難 

20/2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主耶穌勝過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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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教會同工。 ) 

財政簡報 2021 年 8 月       

奉獻封數： 77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298,894.00   收入 $0.00  

支出           $183,010.09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115,883.91    本月結存 $0.00  

         

      承上月結存  $90,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0,319.30  

小太陽事工 $4,985.00       

愛心代轉 $5,80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9 月       

奉獻封數  55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64,140.00   收入 $1,000.00  

支出           $155,416.96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8,723.04    本月結存 $1,000.00  

         

      承上月結存  $90,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1,319.30  

小太陽事工 $3,988.00       

愛心代轉 $500.00        

 

各位弟兄姊妹敬請留意： 
上周的奉獻記錄一併會刊登在下主日的周刊。 
奉獻記錄如有查詢，請聯絡財務組廖玉珍姊妹  

（記錄以網頁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