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18/7/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何 9-11 何 12-14 
王下 16-17,

代下 28 
賽 1-3 賽 4-6 賽 7-9 賽 10-12 

聖經機編號  871-873 874-876 329-330,395 680-682 683-685 686-688 68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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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四重奏關顧                       楊建君弟兄 

「神聽見了他們的唉哼；神記念他的約，就是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

約；神看見以色列人；神知道！」(出埃及記 2:24-25，新漢語譯本) 

從前唸這段聖經，讀到神記念看顧受苦的以色列人，已經很受感動，想到神的

慈愛和恩典真的很偉大，因為神的看顧，本來為奴的以色列民，備受埃及法老

的欺壓，生活苦不堪言，後來在摩西帶領下，竟可脫離法老的壓制，並以勝利

者姿態昂然離開埃及，是何等榮耀，何等喜樂的拯救與釋放！但原來在原文當

中所表達的意思，比起初所理解的還要深刻和強烈。  

經文刻意連續四次以神作主語，並且用四個不同的動詞：聽見、記念、看見、

知道，來表達神對以色列民受苦的鄭重關注。原文這種特別的寫作手法，初看

可能覺得重複累贅，其實深具意義，為要強調並突出神本身對受苦的以色列民

非常關注。聽見，是神回應以色列民的哀聲呼求，記念，是指神對祂與亞伯拉

罕所訂立的約堅定不移，看見，是反映神對以色列民的慘況非常清楚，知道，

顯示神將這事放在心裏，明白這一切，關心這一切。神用如此重量級的描述方

式，去表達祂對以色列民受苦一事極度關注，在差派摩西展開拯救行動之前，

神已動了慈心。神對人關愛之情，令人動容，感動更深。  

想到神的大愛不只這樣厚厚臨到以色列民，也同樣臨到每個屬主的人。須知昔

日憐憫和拯救以色列民的神，也是今日我們所信靠的主，「因為主必不永遠丟

棄人。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因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

使人憂愁。」(耶利米哀歌  3:31-33，和合本)。但願在難處中的弟兄姊妹，在

受苦中的弟兄姊妹，在遭受欺壓中的弟兄姊妹，也能因着神聽見，神記念，神

看見，神知道，這如同四重奏般響起的關懷和顧念，得着盼望，得着支持，得

着安慰。  

 



 

 家事報告                                                     

1.屯平樓梯口已加裝風閘，接待處熱氣大減並且產生對流風，十分涼快。同

時，因氣流原故，請姊妹們(尤其作司事) 避免穿著鬆身裙或短裙，免

生尷尬。 

2.〔長執會議〕下主日下午2:30舉行，請各長執依時出席，請弟兄姊妹為長

執及會議商討祈禱，求教會的主恩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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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下午2:30職員全體大會及大佈置，請職員預留時間出席。 

4.〔夏令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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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事奉人員  (25/7)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使你們不至於跌倒」約 16：1  

樊景文  

「早知將來」  

楊建君  

講員  朱鶴峯 黃寶玲 

主席/領詩 樊銘恩  張慧賢  

司琴 陳恩倩  黃嘉莉  

司事 劉蔚旻、何嘉允  黃俊傑、關潔玲  

當值/報告 何桂榮  廖玉珍  

音響 王宇軒  馮康寧  

樓梯機操作員 劉蔚旻  陳肇銘  

擘餅用具 譚陳翠玲  秦麗欽  

兒童崇拜  徐偉東、劉國泰、黃嘉莉  陳恩浩、李御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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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黃寶玲 教會中的孩童 李三妹、盧嘉麗 

28/7 黃嘉莉 夏令會 徐水仙、姚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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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當地工作證需要，在很奇妙又感恩的情況下，能順利地回港，現隔離

中記念隔離期間的檢測，醫療自修學習，往後要處理一些事務的安排。 

2. 願主在烽國的動盪中賜下福音的大復興 , 更多人歸向主。 

3. 20/7 宰牲節前後, 烽國有平安 , 疫情不致爆發 , 福音深入民心。 

4. 每週五的讀「書」小組 , 神的話深入組員心 , 生命有更新。在難處中 

經歷主, 勇敢為主作見證 

5. 眾領袖們在動盪中有從上頭而來的智慧安排各樣事工 / 行程 

6. 印傭 CC 和媽媽的相處滿有主恩 

(四)代禱肢體： 

1.約書亞團陳肇銘弟兄媽媽(余杏堪姊妹)於 7 月 16 日下午，在家人陪伴下 

主懷安息，感謝弟兄姊妹代禱。求主安慰家人及安息禮的安排。 

2.約書亞團陳家恩姊妹婆婆(馬淑娟姊妹)7月2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7月30

日(周五)下午七點在九龍殯儀館光耀堂302室舉行。求主安慰家人及安息

禮的安排，讓很多未信的家人能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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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堅守真道  

24/7 (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安息主懷  

24/7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啟 3:14-22(老底嘉教會) 

25/7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你是主角，神是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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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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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8 1,600  49684 1,000  47855 250  49686 500  48403 900  

49008 900  49685 100  48403 300  49687 500  48404 500  

49671 500  49686 3,500  48404 200  白封 997  49679 200  

49680 1,000  49091 2,000  49008 100  白封 997  慈 惠  

49681 1,000  愛心代轉 49671 50  白封 997  49687 2,000  

49682 500  49091 1,000  49683 100  奉 獻 總 額  
2 3 , 2 9 1 . 0 0  

49683 1,300  4946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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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