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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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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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110-113 詩 114-118 詩 119 詩 120-124 
詩 125-126, 
128-131 

詩 132-136 詩 138-140 

聖經機  
編號  

588-591 592-596 597 598-602 
603-604, 
606-609 

610-614 61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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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空白期                   黃寶玲傳道 
人生中總有好些日子好像是空空白白地度過！從人的角度看，這些日子似乎

沒有甚麽意義：摩西在米甸曠野牧羊四十年、約拿留在魚腹中三天、以利亞

灰心尋死在曠野行走四十晝夜、保羅呆在阿拉伯三年。  

在現實生活中，這可能是前路茫茫的日子、灰心失意的時候，人生落在病患、

沒有工作、工作無意義等困境，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卻空空洞洞，不知道

這樣活着有何意義。摩西經歷過這樣的生活後，感慨地說：「我們一生的年

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

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篇九十 10）  

這些看似空白的日子，人處身其中，不一定完全明白和體會神的用心，但聖

經給我們提示，神能使用這樣的日子，給屬神的人帶來極大益處。摩西牧羊

四十年的經歷，成為他後來被神興起帶領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四十年的生命

素質；約拿在魚腹中禱告尋求神後，能照神的吩咐傳福音給尼尼微城的人，

讓他們舉國悔改；以利亞四十天後與神對話，再次蒙神使用，保羅在阿拉伯

的三年空白期後，神讓他明白救恩奧祕，並使用他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人生中總有若干空白期，不能少的是在這些日子繼續與神相交。摩西有這樣

的認定「誰曉得祢怒氣的權勢？誰按著祢該受的敬畏曉得祢的忿怒呢？求祢

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詩篇九十 11-12） 

在不明白的日子，願我們更多向主求，好叫我們得着這智慧的心。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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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事  (24/5) 事奉人員  (31/5)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  

(主的國永遠長存) 

楊建君  

(湖畔早餐) 

講員  樊景文  江耀洲  

主席  龐靜民  劉蔚旻  

聚會及抗疫措施 2020 年 5 月 8 日更新 : 

基於疫情尚未穩定，政府已公佈禁止多於 8 人的公眾聚集限期延至 5 月

21 日。教會同時盡上社會責任停止一切實體的聚會至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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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喜訊，分享救恩 http://www.tmpec.org/gospel.html 

 

 
 家事報告                                                                       

1.〔長執會議〕下主日 5 月 31 日舉行，請弟兄姊妹為長執及會議商
討祈禱，求教會的主恩領。  

2.〔婚福 Zoom 聚〕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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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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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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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mpec.org/gosp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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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何桂榮  福音主日  譚惠芳、羅真轉  

3/6 黃寶玲  福音與差傳  -- 

祈禱會主題：摩西團契     日期：20/ 5     出席：22 人  

(一)詩歌：快樂人《喜訊 3》 

(二)團訓：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白髮，為老年人的尊榮。(箴言 20:29) 

(三)團歌：跟隨主耶穌，立志永不改《平安詩集 222》 

(四)禱告重點：   

疫情中適切養  

復會後周會安排  

身心靈主安穩 (獨居者 ) 

記念仍未受浸者  

(五)代禱肢體：馮美珍、黃詠嫻姊妹  

[美珍]感恩: 雖然不能回教會聚會，都能夠專心倚靠神。感謝神一切都
不缺乏，保守我有好靈性，丈夫何永建早前心臟通波仔順利，
祈求能盡快康復；另保守兒子志滔在日本生活平安健康；女兒
靖賢遷出與朋友同住，能融合相處，謝謝大家代禱記念。 

[詠嫻]感恩: 感謝神，因祂的慈愛保守我及家人平安及身體健康；感謝
神，在疫情中留在家中儘一分力為香港，為自己及大家而保持
衛生；過去四個多月母親身體不適，常肚痛及冷汗，出入醫院
及求醫。神恩夠用現已好轉；祈求神賜福保守香港，讓全球及
敎會面對今次疫情能成就神的旨意。阿們！ 

(六)其他代禱：  

1.摩西團李超弟兄下周四再做檢查，能早日知道病因對症下藥，心
裏平安更靠主恩。  

2.鄺立基弟兄患難中有堅固信靠主的心，身體有主恩保守。袁月群
姊妹感恩有弟兄姊妹代禱，這周恢復初信栽培，求主加力學習。  

3.曾家棠弟兄夫婦，感恩神的話常常鼓勵自己。身體常有不適乏力，
靠主保護看顧，知道主恩足用求主看顧易燕玲姊妹，每天靠主有身
心靈健康，彼此照顧。  



 

 

 

 

 

 

 

 

 

 

 

在暫停聚會期間，若有奉獻請以支票郵寄教會，如有查詢請聯絡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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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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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嘉濤耆樂苑探訪及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5 月當值 

敏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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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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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封數  68 封 慈惠基金 

奉獻記錄(2020 年 5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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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心 代 轉  

48775 900  白封 1,000  48739 300  48505 500  48799 1,000  

48799 2,000  白封 1,500  白封 997  48739 700  奉獻總額   

$16,294.00 48800 1,200  白封 5,200  白封 997      

 

財政簡報 2020 年 1 月 

奉獻封數  73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600.00 

奉獻收入  $136,050.00 支出 $0.00  

支出  $291,845.03 本月結存      $600.00 

本月不敷  ($155,795.03)   

   承上月結存 $73,2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3,869.30 

小太陽事工  $5373.05   

愛心代轉  $1,300.00   

 

奉獻封數  68 封 慈惠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