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10/1/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伯 15-17 伯 18-20 伯 21-23 伯 24-26 伯 27-29 伯 30-32 伯 33-35 

聖經機編號  451-453 454-456 457-459 460-462 463-465 466-468 46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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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題匾額鐘，看透末世情              樊景文傳道 

有弟兄姊妹好奇問我，安放於屯平講台背面的年題匾額，置中的時

鐘是真的嗎？停在十時四十分有特別意思嗎？上周祈禱會中，我已

一一解答。「末世」是一個處境式的時刻，是主耶穌曾在福音書中預

言各樣的兆頭，世界終局前將發生的事；呼籲信徒謹慎，免受迷惑，

因為神是大而可畏，一方面祂對世人施慈愛和救贖，另一方面按公

義審判全地，故此「活祭」是信徒在神和人面前的敬虔生活態度。

我們的生活作息都必須對準主，最終都要向主交賬。  

置中的時鐘停在 10 時 40 分，與普世宣教的異象有關。「10/40 之

窗」是指北緯 10/40(赤道以北)，即西非至亞洲。按香港差傳事工

聯會的研究所得，「未得之民」大部份生活在 10/40 之窗的國家，

包括西非、北非國家、中東、印度、巴基斯坦、中國等，大部份信

奉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等。  

每當我們看見這年題匾額，提醒我們現今身處於末世，因著主救贖

的愛，對神，必須將身心獻上，當作活祭給神；對己，與神建立密

切關係，敬虔愛主；對人及對世界，應有主愛人靈魂的心，廣傳福

音，直到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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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事奉人員 (17/1)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郭偉文 

「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10:11 

樊景文 

「不要怕」太 10:28-31 

講員 黃寶玲  林碧美  
兒童崇拜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陳恩浩，李御築  

聚會及抗疫措施 1 月 8 日更新：  

鑒於疫情反覆，政府已延長撤消宗教活動中群組聚集的豁免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教會配合公眾利益，在上述期間停止一切實體的聚會。  

 
 家事報告                                                                               

1.〔1 月平安月報〕網址連結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101.pdf 

2.〔每月一短片-福音喜訊〕"觸動平安"及"善良的瓶子" 已分別製作了單張
及短片，為配合教會預備的福音包，隨禮包附送酒精瓶子。弟兄姊妹觀
看短片後可轉寄給親友，藉此更多認識耶穌基督及索取精美消毒瓶子。 

*觸動平安 http://dl.tmpec.org/gospel/Touch_gospel.html  

*善良的瓶子 http://dl.tmpec.org/gospel/ISA53_gospel.html  

3.〔教會維修〕記念大門鐵閘的改動工程，延至本周才能安排送貨安裝。 

4.〔婚福 Zoom 聚〕 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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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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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屬靈前輩教導「與人交往讀箴言，與神交通讀詩篇」；詩篇 120-134
篇共十五首的詩歌被稱為上行之詩或朝聖之歌，當百姓往聖城的聖殿，來
到錫安山的山腳要往上行的時候就會開始唱頌這一組詩篇。反映他們來到
神面前的心願、信心與盼望。  

主題：【在恩典中活出今天--摩西五經】          導師：伍敏婉姊妹  
日期：2021 年 1 月 31 日開課，為期一年。(詳細上課日期容後公佈)  
時間：主日正午 12：00 
簡介：【摩西五經】可說是整本聖經的導論，也是了解其他一切經卷的鑰
匙；當中闡述神的創造、救贖與終極計劃。讓我們透過學習【五經】的  

精義，在現今的世代活出神的心意。  (報名請聯絡敏婉姊妹或家恩姊妹)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101.pdf
http://dl.tmpec.org/gospel/Touch_gospel.html
http://dl.tmpec.org/gospel/ISA53_gosp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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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荃區差傳聯合祈禱會〕因疫情及限聚令，今次各堂自行安排聚會。

屯平於當天晚上 8時正以 zoom進行，內容主要為本區各宣教士代禱。 

20/1 楊建君 「末世  ‧  活祭」  譚蕙珊、李美欣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6/1   出席：35 人  

詩歌：【向世界宣揚】  

經文：  3 因為時候快要到了，人必  容不下純正的道理，反而耳朵發癢，

隨著自己的私慾，增添許多教師，  4 而且轉離不聽真理，反倒趨向無稽

之談。  5 你卻要  凡事謹慎，忍受磨難、作傳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職

務。(提摩太後書 4:3-5 節  聖經新譯本) 

(一)禱告重點：  

1.把握時機，善用資源，廣傳福音  

2.職場使命，為主而活，作主見證  

(二)小太陽代禱：  

1.各城的小組聚集蒙保守，  聖靈藉主的話甦醒人心，真實悔改歸向主。

各組長天天與主合一  

2.願禱告主，歸向主的浪潮在烽巒國各省市大大興起  

3.烽民的性命蒙主記念。近日游擊隊四出傷害百姓，特別是在首都  

4.疫情在寒冬下不至蔓延。這個冬天出現霸王寒流，大雪結霜，水管 / 塔

的水也結冰了  

5.休假及進修的行程安排，以及出入境順利  

6.家人早日得着天上的禮物  

(三)其他代禱：  

1.曾家家棠弟兄：感恩在寒冷的一天覆診經歷主賜平安。祈求大能的神
賜給我力量，克服寒冷，賜給我食慾，可享用主賜給我的食物，使我
強壯和精力充沛，能夠處理日常生活和工作，有精神去閱讀聖經！保
護太太有主恩，彼此扶持，一同更深經歷主。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 月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暫停聚會，請留意  

團契群組最新消息  1 月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16/1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一顆愛主的心  

16/1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查經-啟示錄(以弗所) 

17/1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查經-啟示錄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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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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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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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代轉  教會維修  

30578 121,605  48867 1,400  48463 500  48590 500  48590 1,000  

48463 1,400  48901 8,000  48465 200      48867 1,000  

48464 4,800  48933 5,000  48901 1,000  感 恩  48901 1,000  

48590 500  48934 4,000  白封 997  48933 5,000  奉獻總額   

1 5 9 , 20 2 . 00  48864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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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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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