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2/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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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肢 體 交 通 聚 會 及 福 音 班 取 消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  
讀經  

撒下 5，  
代上 11-12 

撒下 6，  
代上 13-15 

代上 16，詩
96，105，106 

詩 73-75 詩 76-78 詩 79-82 詩 83-86 

聖經機  
編號  

272，349，
350 

273，  
351-353 

354，574，
583，584 

551-553 554-556 557-560 56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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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擘餅記念主                       黃寶玲傳道  
今天的主日特意定為「擘餅主日」，藉著一年一度記念主耶穌基督為
世人的罪受苦、復活，讓屬主的兒女們不僅藉著領餅和領杯去思念
主，更是按真理得著屬靈真實的益處。  

主耶穌在被賣的那一夜，祂尚未被釘十字架，身體未曾捨去，寶血還
未流出，祂已親自說明這個屬靈真理(太廿六 26-29、可十四 22-25、
路廿二 18-20)。那時祂已經讓門徒知道，吃的雖然是餅，心靈眼睛卻
是看到主耶穌基督身體被擘開，為我們捨去。在馬太及馬可福音中，
主明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當時門徒吃的當然不是耶穌
基督的肉，主是用餅代表祂的身體。耶穌基督是生命的糧，當我們與
眾聖徒同吃餅，在靈裏的實際中就是與主的生命有份。  

同樣道理，當時門徒也不是喝耶穌基督流出的血，而是藉著杯中的葡
萄汁，在靈裏看見「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來九 22 下)。神
與人設立的新約，也是用主的血來成就，「這血就是神與你們立約的
憑據」(來九 19)。耶穌基督事實上是要流血，我們在這新約中才有份。 

門徒從靈裏明白、認識這真理，我們也看到在使徒行傳中，當信的人
聚在一起時，他們「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徒二 42)  

主在釘十字架前所囑咐的擘餅喝杯，必有祂的心意，我們如此行，一
方面是記念主，一方面也是使我們在主的生命中有份。無論是每周的
主日或是今天特別在復活節安排的擘餅主日，受洗歸入基督的人能同
心領餅領杯，信的人同心記念，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必能因著恆常
與主保持連繫，得著靈裏實際的益處。  



 
ZOOM 直播安排，可早 10 分鐘進入，安靜預備 

12/4[擘餅主日: 10:15 開始]  

19/4[擘餅 9:30-9:55]；主日崇拜:10:15 開始]  

職  事  (12/4) 事奉人員  (19/4)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榮耀的基督  楊建君  (奢侈的愛) 

講員  樊景文  張潔萍  

聚會及抗疫措施 2020 年 4 月 9 日更新 : 
基於疫情嚴峻，政府公佈禁止多於四人的公眾聚集限期延至 4 月 23 日。

教會同時盡上社會責任停止一切實體的聚會至 4 月 30 日。 

1.屯平會繼續提供 ZOOM 直播崇拜講道會，擘餅聚會，祈禱會讓弟兄
姊妹在家中仍能同心敬拜神。 
2.兒崇及幼崇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3.縱使各實體聚會暫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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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平主頁，關心神家 http://www.tmpec.org 

每周周刊，家事代禱 http://www.tmpec.org/report.html  

桌前默想，毋忘主愛 http://www.tmpec.org/eucharist.html  

講道信息，渴慕主話 http://www.tmpec.org/sermon.html  

靈程日誌，聆閱文章 http://www.tmpec.org/journal.html 

 
 家事報告                                                                       

1.〔浸禮資訊更新〕本堂浸禮日期為 2020 年 11 月 1 日，截止申請

日期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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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月 19 日及 4 月 26 日擘餅聚會將會在早上 9:30-9:55 以 ZOOM 直

播進行，期間不設自由分享，欲参與的弟兄姊妹請聯絡教會同
工或團契導師索取聚會連結。因沒有實體聚會，教會有預備一
次性的獨立餅杯，可供已受浸的弟兄姊妹領取回家，如有需要
可聯絡教會同工或長執，我們會盡力協調以便大家及早收到。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us02web.zoom.us/j/3519488515?pwd=M21iLzNGazJLM3JtK2pUbjdnbnQzUT09
http://www.tmpec.org/
http://www.tmpec.org/report.html
http://www.tmpec.org/eucharist.html
http://www.tmpec.org/sermon.html
http://www.tmpec.org/journal.html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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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樊景文  擘餅崇拜生活  吳世泉、嚴秀容  

22/4 黃寶玲  禱告生活  林志雄、彭玉冰  

祈禱會主題：本區差傳聯合祈禱會    日期：8 /4   出席：25 人 

(一)詩歌：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  

(二)經文：提摩太前書二 4-5 

(三)小太陽代禱： 

兩位政治領袖能和平共處，一起帶領國民走出疫情。 

保護醫療人員，有智慧並有及時物資來控制疫情，烽民願意關注
衛生，留在家裡。  

留守工人們及當地信徒在疫情下有智慧和勇氣為主作見證，幫助 
百姓一起抗疫。 

讓我在這疫情下成為眾醫護、員工和病患的祝福。  

由於土城開始三星期的隔離，迷你診所只有暫停，期望未來在鄉村  
裡蒙主大大使用。   

左膝蓋開始有疼痛，求主醫治。   

媽媽和家人在疫情下更靠近永生神。  

(四)其他代禱： 

1.在疫情下信徒持守主日敬拜的心，弟兄姊妹可善用媒體參與聚會，
彼此禱告守望。 

2.摩西團李超弟兄記念 4 月 20 日安排在私家醫院要做的各項檢查及
報告結果，心裏有平安靠主經過。  

3.鄺立基弟兄夫婦感恩在疫情下每周都能有見面機會，求主保守彼此
心靈靠主恩得安慰。  

4.曾家棠弟兄身體疲乏，但常存感謝的心，求主保持身體健康，心靈
平安喜樂。求主保守易燕玲姊妹常有主恩同在。  

 



 

 

 

 

 

 

 

 

 

 

 

 

2020 年 4 月 5 日及 12 日，基於疫情嚴峻暫停聚會，奉獻會刊登於 2020

年 4 月 19 日的周刊上。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教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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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四月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暫停實體聚會， 

按各團契群組公佈

的指引網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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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嘉濤耆樂苑探訪及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4 月當值 

禮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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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記錄 (2020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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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奉獻總額   

$27,236.00 
白封 15,000  48753 200  白封 36  

白封 12,000      

 
財政簡報 2019 年 12 月 

奉獻封數  90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77,518.00 支出 $0.00  

支出  $150966.72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26,551.28    

   承上月結存 $73,2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3,269.30 

小太陽事工  $5,540.20   

愛心代轉  $1,900.00   

 

奉獻封數  68 封 慈惠基金 

財政簡報 2019 年 11 月 

奉獻封數  68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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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