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份讀經:結、但、何、珥、摩、俄、拿、彌、鴻、哈、番、該、亞及瑪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6/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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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何桂榮  絕處逢生  影音  

23/9 郭偉文  浪子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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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雨念主恩                            樊景文傳道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超級颱風「山竹」來勢洶洶，適逢在主日最為

影響。故此，香港各教會包括屯平在早兩日前，已提出應對措施，

為安全起見，本主日的各聚會暫停，鼓勵弟兄姊妹留在安全地方，

多禱告、多加小心做足家居防護。 

我初信主是在八十年代，以為十號風球仍冒著風雨「返教會」就是

忠心的屬靈人，成長後卻知道凡事要兼顧法丶理丶情，後來又明白

希伯來書中「不可停止聚會」的正解，其背景是作者勸勉那些因逼

迫想要離開教會，返回猶太教的人，並非指信徒在任何情況都必須

返教會聚會。故此，我們不是要字面死守，乃要明白精義，在凡事

上都要兼顧和平衡。往後若遇及狂風暴雨、輪班工作、生病、家庭

需要或旅遊等等情況，肢體該想辦法繼續與肢體或家人敬拜，唱

詩、祈禱、讀經、或到自己堂會的網頁重聽講道。 

今天的主日各聚會雖然暫停，但我們的心卻可常在主裡面。有見及

此，我們已上載了屯平於 1989 年 5 月 21 日獻堂感恩聚會的錄音在

今天的「講道重溫」內，當年由彭偉賢弟兄作主席、李錦輝弟兄見

證、陳錫安弟兄講道 http://dl.tmpec.org/2018/2018-19890521.mp3。回顧神的

恩典、太寶貴了，風雨中念主恩。這才是「不可停止聚會」的真義。              

 

http://dl.tmpec.org/2018/2018-19890521.mp3


 

 家事報告                                                       

1.［傳道同工休假］寶玲姐於 9 月 16 日至 9 月 22 日休假，若有需要請聯

絡其他同工。 

2.〔婚福之道〕9月30日為婚福今年第三次聚會，主題「有福婚姻」。講

道會後隨即到原味酒樓共膳，1:00開始聚會。 

3.［感恩］嘉濤耆樂苑「老友記查聚」於上星期二順利開始，有廿多

位院友出席，祈求主賜福往後的聚會，讓更多院友明白真道。 

4.〔再熾年青佈道訓練〕10 月 6 日及 13 日上午在屯平舉行，參加肢體填

妥報名表後請交予牧者或同工，課程費用 50 元(自由奉獻)，請在教會

奉獻封上註明「再熾年青」，如有疑問可向牧者或同工查詢。 

5.〔出擊佈道取消〕為配合再熾年青佈道訓練，10 月 14 日出擊佈道取消。 

6.〔冬令會預告〕12 月 23 日至 27 日(日營)屯平舉行，詳情稍候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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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事奉人員  (23/9)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因颱風之故 

今天聚會暫停 

陳禮昌 

(主是苦海舵手) 

講員  樊景文 

主席/領詩  馮康寧 

司琴  梁玉霞 

司事  黃俊傑、馮美珍 

當值/報告  黃寶玲 

音響  劉蔚旻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擘餅用具預備  何玉琼 

兒童級崇拜  黃嘉莉、陳恩浩 

幼稚級崇拜  楊家盈、陳恩倩 

幼兒秩序  劉伙嬌 

 

 

週三晚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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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福。》  

日期  負責人   祈禱會主題  代禱肢體  

19/9 陳禮昌 本堂長執、同工 方志光、陳淑娟 

26/9 黃寶玲 提摩太團契 樊景文、羅志芳 

祈禱會主題：明年教會方向      日期：12/9   出席：12 人 

一、詩歌：［像美妙詩歌］(敬拜頌歌 169 首)   

二、經文：腓立比書 第 1 章 9-11 節 

三、代禱方向:  

感恩 2018 年教會年題「扎根聖經，活出基督」，在講壇信息、主日學

及團契之間彼此配合，信徒屬靈生命得以建立。 

屯平開堂三十周年堂慶的一連串的籌備項目陸續進行，求主幫助弟兄

姊妹曉得數算主恩。 

祈求教會的主幫助長執傳道有屬靈的洞見，同心事奉，靠主帶領教會，

延續本年的年題，籌劃來年的行事曆及有更多肢體起來事奉。 

四、代禱肢體：譚惠芳姊妹、羅真轉姊妹 

[惠芳] 感恩：屯門堂 30 周年，人與事都帶比自己好多回想，自己扎根在屯

門堂 24 年，有數不盡的恩典，感恩一家人在神的保守下生活。 

代禱：媳婦小鑫已於 15/9 周六晚剖腹分娩，求主賜平安。求主讓孩子

能在神的蔭庇下成長。我也要擔起照顧小孩的責任，希望一家人能坦

誠相對，尤其在照顧小朋友方面。 

[真轉] 感恩兩名兒子都在堂會長大，在卅週年堂慶都有來參加，回看相片想

起往時的朋友及神的教導；為自已會參加再熾年青佈道訓練，盼能專

心上堂。 

五、其他代禱：  

1.摩西團契梁何執好姊妹上週六因心跳緩慢入院醫治，現在已回復穩定，

姊妹將會出院，記念回家後有合宜的照顧，求主賜下平安。 

2. 約書亞團何柏宜姊妹媽媽，秀萍姊妹感恩可以使用胃喉進食，另血小板

數值需提升才可繼續療程，求主幫助。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2/9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先難後易的路  

6/10 (六) 9：3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再熾年青怖道訓練(一) 

22/9 (六) 5：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查經(一)忠心為主  

22/9 (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查經：提後 3:1-9 

23/9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基督徒自由觀 

 
  9 月當值 

建君弟兄 

圖書館外雜誌架上推介書藉已作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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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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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記錄(2018年 9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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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筵 宣教 感恩 

46897 200 48203 500 45100 50 46061 250 46841 50 

45377 2,000 48229 500 46822 140 48009 100 48059 1,500 

45449 6,000 48243 400 48009 100 48059 500 48060 1,200 

46061 3,000 48250 1,000 48239 50 48060 300 48248 100 

46225 4,300 48251 300 48243 100 其他 48254 50 

46375 3,400 48252 1,200 48244 50 48241 100 慈惠 

46376 1,700 48253 4,800 48249 100 48242 100 46061 250 

46876 300 48256 1,400 48250 100 48253 50     

46894 70 48259 500 48252 200 教會維修 奉獻總額 

42,810.00 
48009 4,900 箱內 240 48253 150 46061 300 

        48255 210     

 
財政簡報 2018年 04月  

奉獻封數  81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750.00  

奉獻收入  $126,011.00 支出 $0.00  

支出  $154,365.25 本月結存     $750.00 

本月不敷  ($28,354.25)   

   承上月結存  $65,29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6,049.30  

小太陽事工   $4,855.00   

愛心代轉       $100.00   

 

財政簡報 2018 年 03 月  

奉獻封數  90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250.00  

奉獻收入  $323,170.00 支出 $0.00  

支出  $176,663.40 本月結存     $250.00 

本月結存  $146,506.60   

   承上月結存 $65,04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65,299.30  

小太陽事工  $4,855.00   

愛心代轉  $2,9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