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JD            樊景文傳道 
詩篇一章 2 節「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晝夜思想屬天的事情，其實是指以神為中心的一種生活模式和態

度，追求與神同行和活在祂的旨意中。有如平安詩集 316 首的首

句：「主耶穌我羨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間…」 

記得早年流行著四個英文字母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意即在這事上耶穌

會怎樣看、怎樣做呢！每當看到 WWJD 便

提醒自己，默想或默禱天上的主，回首仰

望及尋求主的旨意。這說明，我們必須常

常提醒自己活在與神同行的狀態中。 

每年的三月份（今年為 15-17 日周四至周六），可說是全平安福

音堂的屬靈盛宴，一連三個晚上的培靈會，與時並進的主題「火

煉的時代」，藉但以理書的信息，針對現今香港社會，形勢微妙

而複雜，面對不明朗、動盪的前景、生活的壓力，不少人心境低

沉──尤其年輕人，對大環境感到無望與乏力，神的子民當如何面

對世局的挑戰！ 

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愛惜光陰，為主擺上時間，領受從上而

來的信息，更多、更深明白主的心意，遵祂而行。 

 

 

 

3 月份讀經:申命記,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1/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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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何桂榮  財主的煩惱  查經  

18/3 郭偉文  脫離憂慮  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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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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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1.〔家長講座〕於今日下午2:30-4:30在本堂舉行,邀請了何定邦姑娘分享「認

識子女的性格類型」。歡迎各家長門及邀請了未信的朋友準時出席，特

設兒童遊戲區，方便家長專心聚會。 

2.〔聯堂培靈會〕主題：火煉的時代，3月15-17日 (四至六）晚上7:30-9:30，

培正小學禮堂舉行，講員：賴若瀚牧師，三晚分題在威權下堅守身

份，忠貞不二（但一1-21）；在火煉中信誓旦旦，秉志不回（但三

1-30）；在亂局裏逆向思考，高瞻遠矚（但七1-28）。另外由講員提供

但以理書25天靈修資料為領受信息作好準備，檔案可於本堂網頁下載。 

3.〔浸禮申請〕申請受浸及轉會肢體，請於3月18日前遞交申請表。 

4.〔宣關消息〕屯門堂支持的宣教士代禱更新，弟兄姊妹可以一同參與。 

5.〔屯門堂福建訪宣〕於22/8-27/8(三至一)共6天探訪三明巿角聲華恩兒

童村，費用港幣3,000元，截止日期11/6，名額：25人，詳情請參閱

海報或向傳道人查詢。 

6. 〔三十周年堂慶〕堂會為慶祝成立三十周年，將出版感恩見證特刊，

誠邀各位弟兄姊妹投稿，文章長短及形式不限，6月30日截稿，亦鼓

勵大家在感恩園呈獻感恩的心。 

 

主日各聚會編排  〔擘 餅 聚 會 ：早上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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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事奉人員  (18/3)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陳禮昌(靠主名得救 徒 4:12) 樊景文(阿爸.父 羅 8:15-16) 

講員 陳佩恩 樊景文 

主席/領詩 關潔玲 梁繼榮 

司琴 黃嘉莉、劉欣安 梁玉霞、梁紫紋 

司事 勞錫輝、羅志芳 林志雄、何玉琼 

當值/報告 何桂榮 郭偉文 

音響 劉國泰 龐靜民 

樓梯機操作員  李振標 徐偉東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譚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黃嘉莉、陳恩浩 黃嘉莉、陳恩浩 

幼稚級崇拜 楊家盈、陳恩倩 楊家盈、陳恩倩 

幼兒秩序  劉伙嬌 黃詠嫻 

 



 

 週三晚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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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教會中大大的祝福。》  

日期  負責人   祈禱會主題  代禱肢體  

14/3 樊景文 聯堂培靈會  張  木、郭  妹  

21/3 黃寶玲 摩西團契  李三妹、盧嘉麗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7/3)       出席：18 人 

詩歌：《傳福音的鴿子》 

經文：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

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馬太福音 9 章 37 節~38 節 

禱告方向： 

感恩 2 月 11 日出擊佈道有 31 位肢體出席及 3 月 3 日聯團出擊佈道有 30 位

肢體出席。 

傳道部期望能在團契推動佈道事工，推動團友傳福音的心志，讓教會在福

音事工上再度火熱起來。 

求莊稼的主加添更多工人作傳福音使者，無論本土或宣教福音事工。 

感恩福音班雖然新朋友漸少，但不缺少認真追求者，他們決志信主後都有

穏定的教會生活及願意被造就。 

 (二) 小太陽代禱：  

感恩，雙手的凍瘡已康復了 95%。 

求父赦免烽巒國：這流無辜人血之地，又憐憫安慰受重傷和失去親人的家

屬，最後，更大大賜下悔改的靈予所有游擊隊成員。 

本月 22-26 日往小鎮醫院工作及旅途順利平安，因途中有游擊隊聚集。 

四月份開始會增加工作時間，願繼續在醫護和病人面前蒙恩。 

烽巒國內的小小撮信徒能經歷主，靠恩主。 

祈求雨水充盈，今年的農作物有好收成。 

媽媽能實實在在的棄假歸真，得享天恩之樂。 

(三)其他代禱: 

1.摩西團鄭華坤弟兄在言語學習及吞嚥有主的帶領。 

2.摩西團譚炳宗弟兄感恩完成換左膝關節手術，記念日後康復治療。 

3.摩西團何執好姊妹頭暈入院，雙腿無力，求主醫治。 

4.記念林慧慈姊妹在病患裡，身心靈被主更新。求主賜智慧給醫生能對症下

藥，堅固彭玉冰姊妹靠主得力。 

5.約書亞團李御築姊妹爸爸因免疫系統問題引致天疱瘡，求主醫治。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4/3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忍耐與禱告 

17/3 (六) 7：30 晚 以諾團－已婚、在職 

聯堂培靈會 17/3 (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17/3 (六) 7：30 晚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11/3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假的真不了 2.0 

 
 
 

財政簡報 2017 年 11 月  

奉獻封數  76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50.00  

奉獻收入  $139,195.95 支出 $0.00  

支出  $166,084.10 本月結存 $250.00 

本月不敷  ($26,888.15)   

   承上月結存 $62,7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3,049.30  

小太陽事工  $3,051.00   

愛心代轉  $200.00   

 

財政簡報 2017 年 10 月  

奉獻封數  89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50.00  

奉獻收入  $173,050.00  支出 $0.00  

支出  $152,289.51 本月結存 $250.00 

本月結存  $20,760.49   

   承上月結存 $62,5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2,799.30  

小太陽事工  $6,102.00   

愛心代轉  $1,500.00   

 

奉獻記錄(2018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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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43916 100 46224 1,150 46246 5,000 46076 50 45986 500 

45633 300 46226 4,800 46795 200 46147 600 46148 300 

45744 500 46230 2,500 箱內 150 46148 900 46221 600 

45798 1,800 46233 300     46220 200 46231 100 

45986 1,300 46234 4,200 愛心代轉 46231 400 白封 971 

46021 500 46236 500 46195 500 46240 300 
奉獻總額 
34,921.00 46147 1,100 46240 1,200 46234 1,000 46243 500 

46223 1,400 46242 1,000         

 

奉獻記錄如有查詢,請聯絡財務組廖玉珍姊妹 (記錄以網頁資料為準) 
本堂「奉獻年度」截數日期為 2018 年 3 月 25 日（主日）下午二時，
往後所收奉獻將撥 2018 年 4 月 1 日起計算；另外，代轉予機構及肢體
的金額不會列入奉獻收據之內，敬請留意。 

 

      

     

3 月當值 

吳德生弟兄 

2018 年 2 至 5 月份「書友仔」閱讀奬勵計劃，

詳情留意圖書館內壁佈及崇拜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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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