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6/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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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肢 交 聚 會 及 福 音 班 暫 停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賽 34-36 賽 37-39 王下 18-20 代下 29-32 彌 1-3 彌 4-7 賽 40-42 

聖經機編號 713-715 716-718 331-333 396-399 894-896 897-900 71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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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擔心生命受威脅嗎？                     黃寶玲傳道 

這兩周確診的新冠肺炎個案急升，在不同親友圈中，偶有出現疑似或較緊密

的接觸人士，導致人人自危。雖然我們已經盡力減少外出、加强防疫意識、

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但打從心底裡，你有沒有一刻擔心過自己也許會在不明

不白的情況下受到感染呢？這次疫情最可怕的地方，不單是自己患病，受到

死亡威脅，更會產生連累效應，越是親近的人就越大機會被牽連染病。 

最近有八個字經常在心內徘徊，就是「即便如此」，「即或不然」。這八個

字出於但以理書三章，講述但以理三個朋友當時面對生命的試煉，眼前是個

烈焰火窰，他們受到極大的死亡威脅。當時的惡王尼布甲尼撒說：「有何神

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這話表明他看自己的能力比神還要大。 

但這三人中竟然沒有一個想獨善其身，設法離開這可怕的環境，他們同心說

『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窰中救出來。王啊，祂也必

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

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三 17-18)。他們的信心是神更有能力，是「能的」

那位，能將他們救出這個死亡威脅。但他們更大的信心是在於「即或不然」，

就算神沒有救他們離開，不是神不能，他們始終認定所信的神是「能的」，

將生命主權放心交在神手中，並且還要為這信堅持到底，向周圍不信的人作

生命見證。 

求主今天仍然使用他們的見證，讓我們放心將自己及別人的生命主權交給神

管理，在嚴峻的疫情下，成為我們心裡揮之不去憂慼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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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事奉人員  (2/8)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陳禮昌(我在祢裡面) 何桂榮 (看顧人的主) 

講員  樊景文  樊景文  

主席/領詩  張慧賢  -- 

 

 

  家事報告                                                                        

1.［福音喜訊］善用網站上的資源 http://www.tmpec.org/gospel.html 
推介：主題「神愛世人」http://dl.tmpec.org/gospel/xgospel.html 

2.〔月禱會〕講道會後隨即舉行，請弟兄姊妹一同為教會、社會、肢體同
心守望禱告。 

3.〔長執會議〕今日下午 14:30 ZOOM 會議，請弟兄姊妹為長執及會議商

討祈禱，求教會的主恩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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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及抗疫措施： 

1.鑒於疫情在社區蔓延，屯平暫停兩個主日(7 月 19 日及 7 月 26 日)擘餅及

崇拜實體聚會。 

2.主日崇拜：擘餅聚會及崇拜講道只有 zoom 直播，弟兄姊妹可留在家中參

與網上崇拜； 

3.周三晚祈禱會：周三晚祈禱會將於晚上八時正在屯平以 Zoom 進行，聚

會連結及密碼只發給參與者。如有查詢請聯絡同工或團契導師報名參與。 

4.各部會議、團契及主日學暫停實體聚會，個別會安排以 zoom 進行聚會； 

5.兒崇及幼崇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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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可參閱最新由政府發佈「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按此連結)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www.tmpec.org/gospel.html
http://dl.tmpec.org/gospel/xgospel.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7/13/P20200713008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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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廖玉珍  令會  余志偉、陸麗佩  

5/8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  -- 

祈禱會主題：教會中的青少年      日期：23/ 7     出席：22 人  

(一)詩歌：【年輕人】(美樂頌 213 首) 

(二)經文：提前 4:12、提後 2:22、詩 119:9-11 

(三)禱告方向：  

1.心靈：有耶穌基督為主、深藏神的說話  

2.友誼：「好」朋友、「靈」朋友  

3.追求：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逃避私慾  

4.發揮：所得的恩賜，被主使用(升學、前途) 

(四)代禱肢體：徐水棠、章彩娟夫婦  

感恩：兩人都有健康身體、有工返。代禱神加力量，靈命長進，讀經追求。 

感恩今年 10 月底可以收樓。記念現在要做銀行按揭順利，找合適的裝修

師傅。  

(五)其他代禱：  

1.感恩神一直保守在網絡進行不同的聚會，求讓弟兄姊妹有美好屬靈交

通、益處及長進。  

2.堂會將增添防疫的措施及設備，求主預備合適，弟兄姊妹也彼此保護。  

3.曾家棠弟兄夫婦，感謝主保守信靠的心及受浸心志。記念下周在疫情下

覆診及化療，出入醫院有主恩典。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8 月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暫停聚會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1/8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面對百的抱怨-查經(民 11:1-35) 

1/8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認罪-禱告  

2/8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暫停聚會  

老友記查聚  

八月 嘉濤耆樂苑探訪及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8 月當值 

倪春姊妹 

圖書館外書架已更新，歡迎在大堂內翻

閱，不設外借。  

在暫停聚會期間，若有奉獻請以支票郵寄回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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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鹿苑高層地下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教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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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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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9 7 . 0 0  
48437 100      白封 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