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11/7/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拿 1-4 摩 1-3 摩 4-6 摩 7-9 
代下 26-27;

王下 15 
何 1-4 何 5-8 

聖經機編號  890-893 880-882 883-885 886-888 393-394;328 863-866 867-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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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世與我 – 死線意識           黃寶玲傳道 
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42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43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警醒，不容

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44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來了。 (馬太福音 24：14、42-44)  

近期參與一個大專群組，知道他們探討「拖延寄生」這個很切身的題目，因
為不少學生都有做過死線戰士（DEADLINE FLIGHTER）的經驗。死線戰士
的意思，是在最後交功課日期（即死線）前才趕緊完成任務，即使通宵達旦，
不眠不休，也照樣撐下去。原來當人意識到有一條死線在前面，會化成一股
強大的動力來源。  

在信仰中，我們有需要提高面對人生兩條最重要死線的意識：其一是個人生
命的死線，其二是物質世界會結束的死線。信主前，已知道人生總有終結的
一天，但不太正視這死線，照舊營營役役過每天生活。對於物質世界會有死
線，就更加模糊不清，不會有切身感覺。這兩條死線對當年的自己形同虛設，
更遑論在死線前當完成甚麽任務才不枉此生，因此這些死線不會對自己的人
生帶來甚麽動力。  

但主耶穌為要給予我們動力，不再以拖延的態度過人生，給了我們重要任
務，讓我們在死線前去趕緊完成。第一是對萬民作見證，為耶穌基督的名常
有作見證的心。第二是要有警醒態度，因為不知道主是那一天回來。  

當今之世，即使未信者也知道物質世界絕非永恆，可以忽然過去及消失。對
於世上的得與失，信徒真的不用太執著，我們當着實抓緊那些有永恆價值的
東西。「 ...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 3:13 下-14) 

 



 

 家事報告                                                      

1.〔荃區聯合差傳祈禱會〕7月14日(周三晚上7:30)將以實體假荃平舉行 

(不會使用zoom 視像) 。當日聚會內容「飛飛雲、唐德如」(涌平)， 

為本區宣教士福音需要及代禱，呼籲一同參與，禱告守望 

2.〔暑期聖經班〕7月26-29日四天的暑期聖經班感謝主預備，已經額滿。

預告7月18日下午2:30職員全體大會及大佈置，請職員預留時間出席。 

7月25日下午2:30為場地執拾，總務將邀請協助。 

3.〔夏令會〕於8月8至12日（主日至週四）主題「活祭人生-召命多重奏」，

講員:雷振華牧師。以實體及zoom同步舉行，請參閱網頁宣傳，  

現開始接受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426wfixsNGSdHbu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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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事奉人員 (18/7)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啓 1:5 

郭偉文  

「使你們不至於跌倒」約 16：1 

樊景文  

講員  樊景文  朱鶴峰  

主席/領詩 黃玉燕  樊銘恩  

司琴 劉欣安  陳恩倩  

司事 王宇軒、劉伙嬌  劉蔚旻、何嘉允  

當值/報告 彭玉貞  何桂榮  

音響 林敏瑩  王宇軒  

樓梯機操作員  黃俊傑  劉蔚旻  

擘餅用具 何玉琼  譚陳翠玲  

兒童崇拜  樊銘恩、麥雅慈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https://forms.gle/426wfixsNGSdHbu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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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荃區差傳聯合祈禱會(荃灣平安福音堂舉行) 

21/7 黃寶玲  教會中的孩童  李三妹、盧嘉麗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7/7      出席：25 人 

詩歌：【傳至地極】《基恩敬拜》 

經文：使徒行傳 13：47 

(二)祈禱方向： 

1. 信徒立志遵行大使命，作傳福音的人。  

2. 求主大開救恩之門，讓更多靈魂得救。  

3. 在全球瘟疫陰霾下，使人的靈魂甦醒。  

(三)小太陽代禱： 

1. 願悔改的靈强烈地進入游擊隊中間，減少襲擊活動- 

2. 感恩週五小組同心為組員代求，一同經歷神 

3. 眾同事及眾事工在動盪中，求主引導及保守 

4. 印傭和媽媽的相處滿有主恩  

5. 在上位者有智慧來處理疫情的擴散  

(四)代禱肢體： 

1.約書亞團陳肇銘弟兄媽媽癌細胞擴散，身體情況不佳，暫離院回家。  

 記念家人照顧，伯母有堅固信靠主的心，求主減輕身體的不適。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4/7(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永不改變的神  

17/7(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不法者的顯露  

17/7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朋友相處之道  

17/7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敬拜慎思  

18/7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查經-啟 13 章兩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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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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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恩  

49613 3,100  49470 5,000  49670 4,000  48473 400  49667 5000 

47717 10,000  49496 10,000  49674 1,200  48770 100  49668 400  

48814 500  49497 1,500  49675 500  48814 1,000  49669 200  

48907 4,000  49601 50  49676 2,900  48907 2,000  49672 1,000  

48971 1,400  49602 30  49677 4,200  49440 600  49673 1,000  

49046 500  49665 3,000  49678 1,750  49495 10,000      

49440 5,000  49667 5,000  白封 3,000  愛 心 代 轉  

宣 教  48814 3,500  49603 100  

48907 1,000  49471 200  49675 500  教 會 維 修  奉獻總額 
95,330.00 48971 500  49668 100  49676 100  48907 1,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3 月 

奉獻封數  52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229,420.00 支出 $0.00  

支出  $175,103.00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54.317.00   

   承上月結存 $88,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319.30 

小太陽事工  $3,988.00   

愛心代轉  $40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4 月 

奉獻封數  56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96,270.00 支出 $0.00  

支出  $180,681.21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15,588.79   

   承上月結存 $88,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88,319.30 

小太陽事工  $6,979.00   

愛心代轉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