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之路                      樊景文傳道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要等候耶和華！

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詩篇 27:13-14) 

今年是我結婚三十三周年的紀念，早在年初跟太太約定，待疫情放緩，計畫

放長假到台灣探望兒子及退修，求問神在自己「登六」後的事奉方向。日子

一天一天過去，上半年的疫情嚴峻，屯平在五月一日起才陸續恢復實體聚會。 

近幾個月，太太明顯消瘦、無胃口及疲累，六月尾安排入院做一些體檢，怎

料確診末期肺癌，並已廣泛擴散。感恩已開始服用標靶藥，盼能減慢癌細胞

擴散速度，舒緩身體各處的不適。醫生已安排她可暫時出院回家休養，待下

周轉介至屯門醫院跟進。這段日子，雖然她大部分時間疲倦卧床，但沒有痛

和苦，配合醫生的服藥建議，積極面對，現在精神及胃口均在進步之中，因

腦部及心臟已被癌細胞入侵，身體站坐及平衝，仍待恢復。 

回望短短五個星期，得悉噩耗至行過死蔭幽谷，以為活命的指望都斷了，經

歷眼淚、哭號、憤怒、歉疚、恐懼、憂愁、討價還價、不捨得、等候、四處

奔波等等，可說是度日如年，不得不承認人的軟弱無能，這破裂傷痕纍纍的

瓦器，主卻要用它顯出在裏頭復活主的榮耀真光！從小兒子放下台灣工作急

忙返港盡孝，大兒子如常籌備十月的婚事，太太常言道：「天下萬務皆有定

時，這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眼見兩個兒子的成長和生性，已沒有遺憾。」 

感謝弟兄姊妹送上的關心、慰問、湯水、代禱和金錢上的支持，我們一家銘

記於心，願主親自報答大家的擺上。復康的路是漫長，且是不能預知的，這

便是信心的操練和學習，信靠着使我們生命豐盛的主，在活人之地經歷神的

供應，實踐彼此相顧、互為肢體的愛。如今，只有仰望等候主的憐憫，珍惜

每一刻的相處，讓主成就祂的美旨。 

 

 

 

 

 

 

 

  

 

 

歡迎首次參與崇拜的來賓  7/8/2022 
 

本週讀經  以賽亞書 37-59 章  

聖經機編號  7 1 6 - 7 3 8  
  

 

屯門平安福音堂  
長老：樊景文 (鄭崇楷, 潘就全) 

鑑定長老：何桂榮，陳禮昌 

傳道：樊景文、黃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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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1.〔宣讀2022年7月份執事會議決案，共三項：〕1）通過聘請行政幹事。      

2）通過愛心慈惠某肢體每月港幣4,000元，為期三個月。     

3）通過梁玉霞姊妹加入幼兒級崇拜作導師。 

2.〔肢交聚會：披戴基督‧得勝生命(見證分享)〕今日主日崇拜後以實體

+ZOOM進行，弟兄姊妹可預留時間共證主恩。 

3.〔出擊佈道〕8月14日主日下午2:30-4:30到教會附近及屯門市中心大會堂

平台佈道，請在司事枱報名，以便安排分組。 

4.〔聯堂青年大會〕主題「Do your part to reach the world」將於8月20日周六

中午2:30-5:00以實體假沙平舉行，請與傳道同工報名，也請為聚會代禱。 

5.〔8月平安月報〕已上載 http://www.tmpec.org/files/2022/PEC_M202208.pdf 

疫情下特別安排［事奉人員禱告會  9:00〕  

Zoom 直播安排，可於聚會前 10 分鐘登入，安靜預備  

〔擘餅  9:30-9:50〕；〔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  10:15 開始〕  

職事  (7/8) 事奉人員  (14/8) 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為要見耶穌」  

陳禮昌  

「耶穌是人的兒子」  

楊建君  

講員  樊景文  樊景文  
主席/領詩  劉蔚旻  關潔玲  

司琴  劉欣安  劉穎同  

當值/報告  何桂榮  彭玉貞  

司事  陳肇銘、張慧賢  祝世傑、黃玉燕  

音響  林敏瑩  龐靜民  

樓梯機  陳家鏞  樊銘恩  

擘餅用具  何玉琼  陳翠玲  

防疫  郭偉文  黃嘉莉  

兒童崇拜  楊建君、李御築  楊建君、李御築  

幼兒崇拜  陳恩倩、葉曉彤  陳恩倩、葉曉彤  

兒童秩序  馮惠宜  麥少玲  

主日福音聚會  (副堂舉行) 早上 10:15 開始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7/8 「聯合崇拜  - 本教會禮堂舉行」  

14/8 人犯罪  吳寶婷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有現場及 ZOOM 同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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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黃寶玲  出擊佈道  關潔玲、李御築  

17/8 吳寶婷  教會中的青少年  林敏瑩、麥雅慈  

(一) 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3/8     出席：18 人  

(二) 詩歌：【萬世戰爭】平安詩集 437 

(三) 經文：彼得後書 3:8-14 

(四) 禱告重點： 

    1. 與主同心，願人人悔改，不願一人沉淪 

    2. 時刻儆醒，持守聖潔敬虔度日  

    3. 殷勤為主作工，把握機會作見證  

    4. 暫受苦難，主必成全，堅固，賜力量  

(五) 月禱會禱告重點： 

    ［記念教會］長執一同靠主帶領教會面對末世不同的挑戰。  

     興起神的兒女承傳，起來事奉。  

    ［記念社會］全球難民 10 年間倍升已接近 9 千萬，求主憐憫孤寡  

     認識救恩。香港疫情、移民潮、新政府等帶來的影響，求主管理。 

     ［記念肢體］落在百般患難中，經歷主同在，大得安慰。 

      已申請受浸肢體，預備為主作見證。 

(六)其他代禱 : 

1. 記念尼希米團契羅志芳姊妹，感謝主開路，屯門醫院通知 8 月 12 日有 

第一個新症期，記念轉醫院跟進的各方面配搭；現時仍居家休養，大部

份時間須卧床休息，整體狀況不算穩定，感謝大家代禱。 

2. 記念摩西團曾家棠弟兄，最近身體十分虛弱無力，周五入住屯門醫院調

校藥物，求主看顧賜恩有舒緩治療。記念他們夫婦身心靈靠主得安穩。 

3. 求主為屯門堂預備及感動合適新同工配搭事奉。 



 

2022 年度的閱讀奬勵計劃，詳情及登記請參閱圖書

館內、外的宣傳海報。 

8 月當值 

寶玲姊妹 

團契聚會  

13/8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短講：耶穌是救主  

20/8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詩歌點想：福音的宣告  

13/8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分享：讀書樂  

13/8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分享：讀經、靈修、聽道分享  

14/8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相交：生日周  

 

 

疫情期間，奉獻記錄日期會有調整，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財務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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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奉獻記錄(2022 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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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總額  

28,700.00 

48892 2,000  49813 5,800  49930 500  49811 500  

49435 11,000  49943 2,000  愛心代轉  49812 200  

49756 2,700  49944 2,000  49913 500      

49811 1,500              

 
財政簡報 2022 年 2 月 財政簡報 2022 年 3 月 

收奉獻：20封 慈惠基金 收奉獻：20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253,070.00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245,380.00 收入 $0.00 

支出        $15,043.30 支出 $0.00 支出        $131,604.20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0.00 

本月結存  $238,026.70 承上月結存 $90,819.30 本月結存  $113,775.80 承上月結存 $90,819.30 

 累積結存   $90,819.30  累積結存   $90,819.30 

其他代收 :   其他代收 :   

愛心代轉   $1,000.00   愛心代轉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