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6/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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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14-17 耶 18-21 耶 22-25 耶 26-29 耶 30-32 耶 33-36 耶 37-39 

聖經機編號  759-762 763-766 767-770 771-774 775-777 778-781 78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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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                 樊景文傳道  

「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

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  神是我心裏的力量，又是我的

福分，直到永遠。…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詩篇 73:25-28） 

詩篇佔一半是大衛所寫，另外一半有六位作者，其中有十二篇是亞薩

寫的。亞薩名字的意思是「收聚者」（Collector），他是利未人、是

事奉神的人。歷代志上第 16 章記載他是在約櫃前事奉、頌揚、稱謝、

讚美耶和華的一位領袖，也是大衛初次以詩歌讚美耶和華時的要員。

在希西家王復興聖殿時，吩咐人用大衛和亞薩之詩歌讚美神，並稱他

為先見（歷代志下 29:30）。尼希米回國重建聖城聖殿時，仍提到大

衛和亞薩之詩讚美神（尼希米記 12:46）。故此他們所寫的詩章信息，

在不同時代及處境中有其獨特的意義。  

詩篇第 73 篇是其中一首亞薩的詩，記載詩人面對難明及困惑情況

時，進入神的聖所，他看上面、看將來及看永恆。最終他發現神仍然

坐在寶座上，看到造物主仍在掌權。25-26 節全首詩的高峰，直譯是

「天上我還有誰呢？  我們的肉體會衰殘（或譯：軟弱），神是我們心

裡的力量，神會幫助我面對。」仿如回應第 23 節「祢握著我們的右

手」，這提醒屬神的人，不論遭遇環境順逆，祂與我們有著不離不棄

的關係，「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指我們信祂會看顧施恩，因祂是

救主，也是我們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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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事奉人員 (23/8) 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樊景文(耶西的本  賽 11：1-9)  郭偉文(已經復活了  太 28：6) 

講員  葉帶玲  樊景文  

聚會及抗疫措施 8 月 13 日更新： 

1.鑒於疫情在社區蔓延，屯平暫停主日擘餅及崇拜實體聚會至八月底，我們逢

周五黃昏有更新信息。 

2.周三晚祈禱會：主題[約書亞團契]安排：8 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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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詢請聯絡本

堂同工或團契導師報名參與。 

3.主日崇拜：擘餅聚會及崇拜講道只有 Zoom 直播，弟兄姊妹可留在家參與網

上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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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參閱「同心抗疫：減少聚集新規定的常見問題」(按此連結) 
 

 

 

 家事報告                                                                        

1.〔婚福  Zoom 聚〕8 月 30 日主日下午  4:30-6:00 舉行"Zoom 分享聚會"，

屆時有兩個家庭負責分享，之後分組禱告。歡迎屯平夫婦加入婚福

whatsapp 群組以彼此連絡，查詢可聯絡景文哥。  

2.尼希米團梁繼榮弟兄父親梁志華先生的安息禮及火葬禮謹訂於本年 8 月

29 日(周六)下午假鑽石山殯儀館及火葬場同日舉行。因疫情緣故，喪禮

出席以家屬為主，弟兄姊妹請代禱便可，多謝大家的關心。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7/13/P2020071300843.htm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social_distancing-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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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黃嘉莉  約書亞團契  廖玉珍、彭玉貞  

26/8 楊建君  本堂長執、同工  周惠玲、曾玉冰  

(一)祈禱會主題：靈修生活       日期：12/ 8     出席：26 人  

(二)詩歌：【主啊！我屬祢】(平安詩集 389) 

(三)經文：「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

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翰福音 15:5) 

(四)代禱重點：靈修生活以個人尊重神話語(聖經)為本，操練與建立：  

1.神人關係  

2.禱告祈求  

3.勤讀聖言  

4.自省感恩  

善用屯平網頁中的「靈程日誌」作靈修讀物 http://www.tmpec.org/journal.html 

(五)代禱肢體：李振標、梁玉霞夫婦   

[振標 ]:感恩 :疫情開始到現在一家有平安。代求 :主賜恩加力打那持久抗痠

戰。有智慧、心力、精神、體力，來應付工作及照顧家庭。  

[玉霞]:求主使我有溫柔忍耐的心，去應付家中各事務。近來常失眠，求主

使我有好的作息。  

(六)其他代禱：  

1.曾家棠弟兄夫婦感謝主預備每天聽神的說話，主恩常在。記念疫情早日

停止可以有機會返教會。  

2.感恩摩西團鄭華坤弟兄，已安排出院在家休養，記念改嬋姊妹家中照顧。 

3.摩西團陳秉光弟兄的母親上周不慎跌倒，已順利更换股骨手術，現留院

休養，記念康復。  

4.  

http://www.tmpec.org/journ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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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報惡信與喜信  

22/8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珍貴福音(一) 

23/8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禱告出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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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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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40 750  48466 1,300  48611 300  48445 100  46179 700  

48445 2,800  48467 1,500  48446 100  白封 997  48599 500  

48446 1,500  48523 1,600  48599 200  白封 997  48611 5,500  

48448 1,200  48580 500  48440 50  48580 500  

奉 獻 總 額  

2 9 , 0 9 4 . 0 0  

48449 2,000  48611 3,700  46179 300      

慈 惠  教 會 維 修  

48447 1,500  48611 300  48611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