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30/5/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詩 114-118 詩 119:1-88 詩 119:89-176 詩 120-124 
詩 125-126, 

128-134 
詩 135-136 詩 138-141 

聖經機編號  592-596 597 597 598-602 
603-604,606-

612 
613-614 6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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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               樊景文傳道 

「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為
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約
珥書 2:30 - 31)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有血，有火，有煙
霧。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
到以前。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傳 2:19)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
變紅像血。」(啟示錄 6:12) 

早前「超級血月」相信大家都有留意或觀賞，從科學角度看，當月
球走進地球的影子，便會發生月蝕，而血月是跟折射有關的，大氣
層會把大部分藍光散射，所以有較多的紅光到達月球。紅光被月球
表面反射回來，所以看起來是紅色。 

世人蜂擁追月之際，基督徒應當留心，每次月亮變紅的日子，都提
醒我們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終有一日要來到，教會、信徒、甚至
全人類都要預備好迎見主！使徒行傳 2:19 提醒世人要把握時機「求
告主名」，因為這與靈魂得救有關。啟示錄 6:12 提醒我們不要輕忽自
然界的生態變異，尤其是全球氣溫暖化、地震、瘟疫衍生等等，皆
是大災難的起頭。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
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
召的。」(約珥書 2:32)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寶玲姐今早往在信望愛堂的基督教會負責講道。 

2.〔月禱會〕請弟兄姊妹留步一同為教會、社會、肢體禱告。 

3.［福音主日〕6月6日早上10:15 主題：真愛在我家，內容有詩歌、見證、

信息。請記念聚會之籌備及弟兄姊妹邀請親友，為邀請對象提名代禱

可填寫此電子表格 https://forms.gle/iGowCp1gpQXgLJpW9 

4.［出擊佈道〕短宣中心將於 6月10日周四下午 3:00-5:30 在屯平鄰近舉行

「落區教會佈道」。邀請弟兄姊妹報名參加。參加者請 6月1日前在團

契群組報名，以便安排分組。 

5.〔聯堂培靈會〕主題：天國的子民，6月10-12日 (周四至周六）晚上7:30-9:30 

以網上直播形式舉行。講員劉志良牧師：6月10日 革新思維遵守真

理；6月11日 創新眼光衡量價值；6月12日 更新視野實踐使命 

6.〔暑期聖經班〕7月26至29日(周一至四)共4天在本堂舉辦，請留意網頁

宣傳，並接受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j21Eq9oUJSXBc2s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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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事奉人員  (6/6)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主應許得永生」約 10:28-29

樊景文  

「然而我蒙了憐憫」提前 1:16 

郭偉文  

講員  黃玉恆  樊景文  
主席/領詩 龐靜民  陳禮昌  

司琴 楊另志  陳恩倩  

司事 劉國泰、譚妙嬋  徐水棠、章彩娟  

當值/報告 廖玉珍  彭玉貞/樊景文  

音響 陳肇銘  林敏瑩  

兒童崇拜  樊銘恩、劉雅慈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聚會及抗疫措施 5 月 29 日更新： 

因應政府最新的防疫措施對宗教聚會給予豁免，屯門堂已開始回復實體

聚會。聚會人數上限修訂為 84 人。 

長者及家中有小學級或以下孩子的肢體，請仍然在家以 zoom 參與聚會，

兒童級崇拜將繼續以 zoom 進行。 

 

https://forms.gle/iGowCp1gpQXgLJpW9
https://forms.gle/j21Eq9oUJSXBc2sR8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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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陳禮昌 福音與差傳 -- 

9/6 樊景文 聯堂培靈會 梁寬、梁鳳珍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主日     日期：26/5     出席：23 人 

詩歌：《平安詩集 480》【藉我𧶽恩福】 

經文：馬太福音 9:35-38 

(二)禱告重點 

1. 主題:真愛在我家、領詩/主席:陳禮昌、司琴:陳恩倩、講員:樊景文、

見証:何桂榮一家 

2. 弟兄姊妹樂意邀請親友的心； 

3. 求主感動被邀請的親友願意出席； 

4. 陪談員能有愛心、信心和智慧，適切關心福音對象； 

5. 為福音對象提名代禱。 

(三)其他代禱： 

1.曾家棠弟兄、易燕玲姊妹，感恩神一直看顧保守我倆身心靈，求主看顧

我倆受浸心志，及邀約親友出席見證主的心 

2.蔡俊諾感恩與代禱：每天康復都有進展，感恩能用匙羹和筷子進食，但

仍有手震，容易疲倦。記念可執筆寫字及盡快恢復記憶。俊諾期望返

學上課，願神看顧他的身心靈，並保守他往後的生活作息正常。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2/6(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待定  

5/6(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中國教會史  

5/6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知恩感恩  

5/6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活祭再思  

6/6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肢體相交(福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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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G/F, Look Yuen, 6 Tsing Pak Path, 
Tuen Mun, N.T.(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教會同工。) 

奉獻記錄(2021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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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總 額  

1 7 , 1 0 7 . 0 0   

49446 200 49449 2000 49448 1000 49445 500 

49447 3000 49450 2800 白封 997     

49448 3000 白封 3510 白封 1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1 月 

奉獻封數  47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358,585.00 支出 $0.00  

支出  $169,890.00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188,695.00   

   承上月結存 $88,0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069.30 

小太陽事工  $6,979.00   

愛心代轉  $50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2 月 

奉獻封數  41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50.00 

奉獻收入  $126,265.00 支出 $0.00  

支出  $151,432.00 
本月結存        

$250.00 
本月不敷   ($25.167.00)   

   承上月結存 $88,0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319.30 

小太陽事工  $4,985.00   

愛心代轉  $4,900.00   

 

2021 年第二季主日學  

主題:【在恩典中活出今天--摩西五經】（二）【從救贖到敬拜】（出）（利）          

透過出埃及記及利未記，再思想神拯救我們的目的與意義，並學習以神喜悅的
敬拜方式，在神恩恩典下，活出蒙神悅納的子民的生命。   導師:伍敏婉姊妹 

日期:5 月 16,23,30 日、6 月 20,27 日、7 月 11,18,25 日 (共八課)  

時間:主日正午 12：00 禮堂及 Zoom 上課               

主題:【詩篇】選讀「上行之詩」延續        導師:樊景文、黃寶玲 

日期:5 月 16,23,30 日、6 月 13,20 日、7 月 11 日、8 月 1,22 日 (共八課) 
時間:主日下 2:30-3:30 Zoom 上課 (歡迎在屯平網頁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