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佈道、報道                              樊景文傳道 

我居住的屋苑通道，今年只有零星的掛燈，當中沒有聖誕老人、沒

有聖誕樹、沒有聖誕快樂等等字句，當然也沒有耶穌基督。事實上，
聖誕節沒有「耶穌基督」並非新鮮事。多年前，英文 Christmas 已
寫成 X’mas，我們必須捍衛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按照路加福音第二章記載，在耶穌基督降生的那個夜晚，在伯利恆

的郊外，有一些牧羊人在夜間看守羊群。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們旁
邊，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他們就非常害怕。天使說：「不要怕！
看哪！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於萬民的：今天在大衛的城裏，
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找到一個嬰孩，包着布，臥

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沒有
耶穌，就沒有救恩，沒有救恩，就沒有真平安！ 

上個主日，我們有近四十人到附近護老院作綜合「佈道」， 
藉此將福音「散佈和發佈」。我們再進一步去「報」道， 
藉著詩歌、信息及個人談道，告訴眾人有關耶穌基督 
降生拯救世人的佳音。其實哪裡有人，哪裡就有傳福 
音機會，弟兄姊妹不妨隨身帶備多款福音單張，無論 

何處去，都將平安的福音宣揚。 

 

 

 

 

 

 

 

 

 

 

 

 

本周讀經：啟示錄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22/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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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 吳 寶 婷  耶 穌 的 生、死 與 復 活  影 音  

29/12 楊 建 君  真 平 安  短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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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馬鞍山恆安浸信會負責講道。  

2.［退修日預告］本月 26 日 (周四 )公眾假期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

時 )，假本堂舉行，在司事枱上填寫報名表便可。大家可以預

習讀舊約先知書「哈巴谷書」多遍，本堂網頁設有哈巴谷書
的聆聽版。另外，大會已在青葉酒樓訂位午膳 (自費 )，若不
出席午膳的弟兄姊妹請務必及早通知家恩姊妹。  

3.〔婚福之道〕本月 29 日 (下主日 )屯平舉行，主題「凡事謝恩：
學順服」，有夫婦見證、聖經訓勉及分享，誠邀已婚弟兄姊
妹參加。講道會後到青葉酒樓共膳，請在司事枱報名，1:15

開始聚會。  

4.〔長執會議〕本月29日 (下主日 )下午2:00在本堂舉行，請各長

執依時出席，請弟兄姊妹為長執及會議商討祈禱，求主恩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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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 事奉人員 (29/12)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 

(在祂裏面得了基業 弗 1:11) 

楊建君 

(看這個人  約 19:5) 

講員 黃寶玲  樊景文  

主席/領詩 楊美妹  陳家恩  

司琴 劉欣安  黃嘉莉  

司事 馮康寧、麥少玲  劉蔚旻、譚陳翠玲  

當值/報告 彭玉貞  何桂榮  

音響 徐偉東  王宇軒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陳肇銘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伍敏婉、麥雅慈  伍敏婉、麥雅慈  

幼稚級崇拜 陳恩倩、楊另志  陳恩倩、楊另志  

幼兒秩序 黃詠嫻  羅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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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 楊建君  繼往開來  黎艷香、羅愛蓮  

1/1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  -- 

祈禱會主題：聖誕佈佳音     日期：18/12    出席：10 

一、詩歌：緬想當年（敬 119） 

二、經文與經訓：路二 10-14；太一 21-23、太廿八 18-20 

三、禱告重點： 

 藉著聖誕真義，回想救恩的寶貴於世人於自己，求主給靈裏在更新  

 趁著聖誕節期，把握時機傳講這大喜信息與人分享聖誕意義 

 經歷與主同工，享用傳福音的喜樂 

四、代禱肢體：徐水仙姊妹、梁喜歡姊妹 

[水仙]：感恩：有神的靈糧供應，讓我有機會參加主日學和查經班，認真

追求聖經裏的真理。代禱：記念氣管敏感咳，每逢轉天氣都咳過

不停，晚上會咳到難以入睡。 

[喜歡]：感恩：已適應院舍生活，並喜樂地投入當中活動。代禱：現階段伙嬌

姊妹陪伴在附近教會崇拜，記念能更親近神，認識主愛。 

五、其他代禱： 

1. 感恩老人院綜合佈道，弟兄姊妹同心事奉，長者得聞福音，守望

福音對象跟進安排。  

2. 12 月 26 日退修日營「信心之歌」，預備心靈與主相交。  

3. 教會大門及樓梯的維修安排。  

4. 摩西團何執好姊妹早前因鉀高入院，現已返家休養，求主保守。 

5. 曾家棠弟兄感謝主賜夠用精神可在信仰上被栽培，求主堅固保守

身體有能力可返教會。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8/12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生日週 

4/1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主再來的真理  

28/12 (六)  4:0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雲彩見證 

28/12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年終感恩會  

29/12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候主來生日週  

 
  12 月當值 

敏婉姊妹 

圖書館外書架已更新，歡迎在大堂內翻閱，
不設外借。下半年的閱讀奬勵計劃【閱讀繼
續賽「候主來」】鼓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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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 7-11 月份慈惠基金累積結存，累積結存至 11 月份為$73,269.30。 

 

奉獻記錄(2019 年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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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代轉  

箱內 20  47861 80  47994 1,070  42973 100  47996 1,000  

42973 2,800  47926 1,000  47995 100  46174 300      

46174 700  47934 2,300  感恩  47737 200  

奉獻總額 

47,590.10  

46395 350  47991 3,500  47941 200  白封 1,385.05  

47358 2,200  47992 3,200  47998 300  白封 1,385.05  

47737 300  47993 25,000  47999 100      

 財政簡報 2019 年 11 月 

奉獻封數  68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300.00 

奉獻收入  $98,694.96 支出 $0.00  

支出  $149,837.05 本月結存      $300.00 

本月不敷  ($51,142.09)    

   承上月結存 $72,9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3,269.30 

小太陽事工  $6,925.25   

愛心代轉  $4,000.00   

 

財政簡報 2019 年 10 月 

奉獻封數  75 封 

 

慈惠基金 

   收入 $400.00 

奉獻收入  $121,844.00 支出 $0.00  

支出  $163,161.56 本月結存      $400.00 

本月不敷  ($41,317.56)    

   承上月結存 $72,56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72,969.30 

小太陽事工  $6,925.25   

愛心代轉  $6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