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讀經：約伯記 40 至 42 章及詩篇 1 至 21 篇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6/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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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吳寶婷  民間信仰：自然神  影音  

2/6 肢體交通會 -懇親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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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的福音                             樊景文傳道 

〔大衛上行之詩〕「1 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

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2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

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在我裏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3以色列阿，你當

仰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詩篇 131 篇) 

今年五、六月是屯平的佈道月，如過去的母親節，下周 6 月 2 日懇親

主日、6 月 15 日「天上人間的愛」福音粵曲舞台劇佈道大會、及 6 月

16 日父親節，鼓勵弟兄姊妹藉此良機，邀約親朋好友認識主耶穌基督

的恩惠及天父的慈愛，祂對全人類建立家庭的心意。 

嬰孩自出母胎便得到父母的養育、栽培、教導。即使子女長大成人，

在父母心目中仍然是個孩子，總會在各方面提醒不倦。按上述經文的

提示，詩人大衛體會到地上的父母、兒女或後代，應注意一個事實，

就是在「人」之上有一位主宰，人要敬畏尊崇祂、順服祂，在任何情

況下不得越位。這樣，祝福必然臨到這家。人與人之間學習彼此尊重，

和諧共處，並且得著永恆的保障，這就是真真正正的「平安」。 

願藉以下的三個願，彼此祝福： 

1.願天下間的父母親都尊神的名為聖； 

2.願以感恩的心栽培及養育兒女成長； 

3.願以堅忍的信心愛心等候浪子回頭。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元朗平安福音堂負責講道聚會。 

2.〔每月一單張〕把握機會將單張送給未信主的人，傳揚主的福音。  

3.〔長執會議〕今日下午 2:30 於本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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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懇親主日預告〕下主日為本堂懇親主日，早上10:30開始。內容有詩
歌、見證、信息、會後敬備愛筵。請記念聚會之籌備及弟兄姊妹努力
邀請親友，各團附有邀請的對象提名代禱。  

5.［天上人間的愛〕6月15日周六下午3:00 在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福音
粵曲舞台劇佈道大會，有興趣的肢體請帶同未信的親友出席，請先在
司事枱登記門票，憑票入場。  

6.［宣關活動〕6月23日下午2:30~4:00參觀差傳機構：華人福音普世差傳
會，地點：屯門新合里2號永善工業大廈14樓A座，請在司事枱報名。  

7.［畢業典禮〕感謝神的恩典，尼希米團伍敏婉姊妹完成播道神學院的文
學碩士（聖經研究）課程，畢業典禮將於6月3日周一晚上7:30假座九
龍城亞皆老街206號九龍城浸信會舉行。誠邀大家出席，同頌主恩。  

主日各聚會編排  〔擘 餅 ／ 講 道 會 ：早上 10:15 開始〕  

主日崇拜／兒童崇拜：早上 10:15 開始；各級主日學：中午 12:00 開始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職事表  

請準時出席八時三十分事奉禱告會，亦歡迎肢體們一同參與  

職 事 (26/5) 事奉人員 (2/6)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楊建君  

(亦羔亦獅 )  

郭偉文  

卻是愛祂 (彼前 1:8)  

講員 黃寶玲  樊景文  

主席/領詩 劉欣安  羅志芳  

司琴 陳恩倩  楊另志、黃嘉莉  

司事 郭偉文、楊另志  林志雄、何嘉允  

當值/報告 陳禮昌  楊建君  

音響 徐偉東  梁雨謙  

樓梯機操作員  樊銘恩  劉國泰  

擘餅用具預備  何玉琼  譚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譚惠芳、樊銘恩  黃嘉莉、陳恩浩  

幼稚級崇拜 楊家盈、劉月芳  陳恩倩、楊另志  

幼兒秩序  劉伙嬌  馮美珍  

 

 

周三  



 

 

 

 

 

 

 

 

 

 

周三晚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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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廖玉珍  懇親主日  -- 

5/6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  -- 

祈禱會主題：教會中的夫婦    日期：22/5  出席：13 人 

一、團歌：《萬全之愛》平 426 首 

二、經文：以弗所書 5:22-33 

三、禱告重點： 

1.夫婦以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彼此相愛。 

2.彼此相助，在靈裡成長。 

3.在建立家庭及教會上彼此配搭。 

4.以家庭為見證單位，使榮耀歸主。 

5.夫婦的屬靈生命及行事為人，成為兒女及弟兄姊妹榜樣。 

四、代禱肢體：譚蕙珊、李美欣姊妹  

[蕙珊] 感恩：晞嵐健康出世和家中各人慢慢適應新成員。代禱：夫婦和

阿姨能有精神和健康照顧兩個小朋友。 

[美欣] 代禱：媽媽 6 月 4 日做切除乳癌手術，在等候期間，希望癌細胞

無惡化及擴散。祈求手術過程及跟進治療順利，媽媽早日康復! 

五、其他代禱： 

1.〔夏令會〕於8月4至8日(主日至週四)假上水古洞女童軍碧溪莊舉行，現

剩餘11個宿位，現接受能參與全營留宿、非全營留宿及日營者報名。

請為自己赴靈筵的心祈禱，也為兩位講員及籌備上作守望，詳情瀏覽

本堂網頁。 

2. 記念已申請受浸的肢體有堅固信心，在受浸預備班領受神的話。 

3. 尼希米團倪春姊妹覆診，傷口未完全復合，仍需吃抗生素，記念往

後醫生的跟進治療及在等待康復時有忍耐的心。 

4. 曾家棠弟兄，現在屯門醫院留院，情況已穩定。求主看顧弟兄身體

可繼續治療。 

5. 約書亞團李御築姊妹的爸爸因嘔吐不止，今早前往急症室求醫，記

念能找出病因並得合適醫治。 



 

 

 

 

 

 

 

奉獻記錄(2019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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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總額 

17,330.00 

46943 350  47377 500  47287 50  47380 2,500  

47346 300  48201 6,200  47376 500  48045 1,000  

47371 2,100  47381 100    
 

    

47373 1,200  愛心代轉 宣教 

47374 500  47374 200  47377 500  48045 300  

47375 230  47382 300  47380 500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8/6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平凡的道理(箴 22:17-29) 

1/6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教會合一生活 

1/6 (六)  4:0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弟兄姊妹日 

1/6 (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至於我和我家 

2/6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肢體交通會-懇親主日 

 
  5 月當值 

德生弟兄 

圖書館外書架已更新，特設聖經版本展示，
記念和合本聖經一百週年，歡迎弟兄姊妹在
大堂內翻閱，不設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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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2019 年 2 月  

奉獻封數  62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87,982.00 支出 $0.00  

支出  $133,950.23 本月結存        $0.00 

本月不敷  ($45,968.23)   

   承上月結存 $70,1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0,169.30 

小太陽事工  $5,683.10   

愛心代轉  $1,700.00   

 

財政簡報 2019 年 1 月  

奉獻封數  72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533,063.00 支出 $0.00  

支出  $145,334.84 本月不敷     ($300.00) 

本月結存  $387,728.16   

   承上月結存 $69,8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0,169.30 

小太陽事工  $0.00   

愛心代轉  $4,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