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讀經：民數記 19-36 章；申命記 1-2 章  

聖經機聆聽經文編號： 114-135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3/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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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福 音 班 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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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變幻時                                樊景文傳道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 
尊崇。」詩篇 46:10  

疫情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模式徹底改變，教會崇拜、團契、 小
組等等聚會也受牽連。然而，神話語和應許的真實卻越趨鮮明，如 同
讓世人及信徒「親眼見神」。疫病蔓延帶出很多未知因素，人心惶 恐
不安，寧願足不出戶，免受感染。另一邊廂，不少抗疫勇士仍默默 耕
耘，克盡一己本份。  

即使教會暫停一些聚會和事工，近一星期，福音仍在人最軟弱無助之 
中彰顯能力和榮耀，有肢體及家人不幸離世歸主，卻因著得救的盼 
望，悲中有喜。疫情逆境並未打擊我們對主的倚靠，這全是恩典，有 
賴主的憐憫愛顧。祈求賜平安的主，將屬天的平安賜予遭喪之家。  

信徒「抗逆」良方是先與主連結，有恩典也要有真理，縱使實體團契 
相交暫停，但不能阻礙我們在任何形式上的連繫和關顧。另一方面， 
屯平網頁不斷更新，務求對弟兄姊妹靈命作出適切培育，如新增「桌 
前默想」之十架七言 http://www.tmpec.org/eucharist.html ，讓大家彷如 
參與擘餅聚會。這期間大家在家的時間多了，除了在家人中間作見
證，也為自己的靈性守望，多思念屬靈的事，鼓勵大家瀏覽屯平網頁 
http://www.tmpec.org/ ，透過每周周刊 http://www.tmpec.org/current.pdf關
心神家及肢體需要，常禱告，聽讀聖言 http://www.tmpec.org/discourse.html，
凡事謝恩。 

http://www.tmpec.org/eucharist.html
http://www.tmpec.org/
http://www.tmpec.org/current.pdf
http://www.tmpec.org/discourse.html


 

主日各聚會編排  〔擘 餅 聚 會 ：早上 9:00 暫停〕  

主日崇拜:早上 10:15 暫停；兒童崇拜及各級主日學:暫停 

主 日 崇 拜 事 奉 人 員 職 事 表  
暫停八時三十分事奉禱告會，亦歡迎肢體們一同參與  

職事  (23/2)  事奉人員  (1/3)  事奉人員  

講員  黃寶玲  星月  

聚會安排及抗疫措施：(2 月 14 日更新) 

1.鑑於疫情持續蔓延，屯平暫停兩個主日擘餅及崇拜聚會，即 2 月

16 日及 2 月 23 日。我們會預先將主日講道信息錄音上載，請各

肢體仍然以敬虔專一的心，在家裡藉著不同的形式敬拜我們的主。 

2.為減少弟兄姊妹聚集次數，暫停福音班、主日學、團契、小組 

及會議。 

3.兒崇及幼崇暫停至 3 月 16 日，跟隨幼稚園、中、小學的停課安排。 

4.周三晚祈禱會如常舉行。 

5.進入教會範圍前，請先探熱、洗手(洗手 20 秒)、佩戴口罩。 

6.由外地回香港的弟兄姊妹，請自行在家隔離 14 天，暫勿回教會。

即使未必有任何徵狀，但為整體安全及安心，請留在家中聚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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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1.〔長執會議〕〕2 月 23 日今天崇拜後隨即舉行，請弟兄姊妹為長執

及會議商討祈禱，求教會的主恩領教會在疫情下有適切的安排。 

2.〔聚會安排〕待執事會議後在教會網頁及各團契群組公佈三月份各主日

崇拜及團契活動的安排。 

3.〔浸禮預告〕本堂開始接受申請受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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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前遞交申請表。 

 



 

 

 

 

 

 

 

周三晚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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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樊景文  家庭祭壇  祝世傑、何玉琼  

4/3 黃寶玲  福音與差傳  -- 

祈禱會主題：教會見證        日期：19/2      出席：14 人 

(一)詩歌：教會趕緊遵命拯救普天下(平 479) 

(二)經文：約翰壹書一 1-5 

(三)禱告重點：  

1.屬天的立場：教會能有超越世界而又與世界同在的立場作主見證。 

2.把握此機會：社會運動、疫症的機會，整體有重整。  

3.積極傳福音：傳揚主耶穌基督、並祂所釘的十字架並復活盼望。 

(四)代禱肢體：何桂榮、黃玉燕夫婦 

[桂榮]感恩：身體尚可，只是血色素較低，需要注意飲食，補充鐵質。 

代禱：在晚間神學上，能對聖經認識更深，在穆斯林傳福音中有新

的學習。因疫情課程暫停了，需要善用時間，能專心讀屬靈書籍。 

[玉燕]感恩:靠主有平安的心面對身體上的各樣毛病及有適切藥物。 

能與家人及親友有靈裡的分享。代禱:在生活上需調節慢的步伐，

以協調身體的毛病。 

(五)其他代禱： 

1.〔喪事〕曾桂萍姊妹之丈夫鄧錦洪弟兄，於 2 月 15 日已主懷安息，

安息禮定於 3 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假紅磡寰宇殯儀館四樓 413

室舉行，同日出殯。求主安慰家人及記念喪事程序安排。 

2.〔喪事〕摩西團契何執好姊妹已於 2 月 17 日主懷安息，安息禮謹定

於 3 月 12 日(周四) 晚上(時間待定)假九龍殯儀館 302 室舉行，翌

日 3 月 13 日早上出殯。記念喪事安排，求主安慰家人的心。 

3.家棠弟兄下周二去義肢部做模型，求主給你最好的安排。 

4.記念立基及月群姊妹，在沒有醫院探期下，有主看顧保守二人的心情。 

 



 

 

 

 

 

 

 

 

 

 

 

 

2020 年 2 月 16 日暫停聚會，没有奉獻記錄。 

如有查詢，請聯絡財務組廖玉珍姊妹（記錄以網頁資料為準）。 

奉獻記錄(2020 年 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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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91 100  47915 600  48687 8,000  46180 300  48686 200  

46182 500  47939 4,400  48689 7,000  46181 200  46180 700  

47241 300  47940 1,400  48690 300  47915 50  46181 500  

47279 1,500  48664 1,000  48692 100,000  47935 200  48683 200  

47280 1,200  48683 6,500  48694 1,000  47940 500  48688 500  

47496 4,700  48684 100  48696 1,000  白封 997  奉獻總額 

149,147.00  
47650 4,000  48685 1,200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二月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各團契聚會暫停， 

直至另行通知。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老友記查聚  

聚會地點：嘉濤耆樂苑     聚會時間：下午 3:15-4:00 

新參與的弟兄姊妹可向牧者或同工聯絡。  

二月  探訪及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財政簡報 2019 年 11 月 

奉獻封數  68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98,694.96 支出 $0.00  

支出  $149,837.05 本月結存      $300.00 

本月不敷  ($51,142.09)    

   承上月結存 $72,9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3,269.30 

小太陽事工  $6,925.25   

愛心代轉  $4,000.00   

 

財政簡報 2019 年 10 月 

奉獻封數  75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400.00 

奉獻收入  $121,844.00 支出 $0.00  

支出  $163,161.56 本月結存      $400.00 

本月不敷  ($41,317.56)    

   承上月結存 $72,5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2,969.30 

小太陽事工  $6,925.25   

愛心代轉  $600.00   

 

  2 月當值 

建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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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