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喻道故事 ~ 「森林裏的一家八口」          黃寶玲傳道 

貓爸媽努力去找食物，為了一家八口的兒女們，每天在森林疲於奔命，在此家
庭中所見所聞，一切都是森林的事物。日頭按時升起、月亮也按時有不同的形
狀，牠們一家就在這小小世界裏活著。一天，附近出現了一隻從來未見過的
貓，在牠身上有很多奇怪的東西及氣味是森林貓從未見過、從未嗅過的。 

森林貓問：「老兄，你身上的這件是甚麽東西？」外來貓昂首地答：「這是我的
頸圈啊！」森林貓問：「可吃的嗎？」外來貓眉頭一皺：「不是吃的，是主人給
我的記號，以免走失。」森林貓心裏哩哩嚕嚕，甚麽「頸圈」、「主人」、「記
號」，便再問：「你身上的氣味是甚麽的味道？」外來貓就很光榮地回答：「我
家的主人常常把我抱抱、摸摸、刷刷，這是我常帶著的香氣啊。」森林貓一頭無
緒，一句話也聽不進去，也不明白。外來貓再說：「我一家三代都在這愛我的主
人家中成長，不愁温飽。」 

森林貓一聽到「不愁温飽」甚是吸引，立即將起初聽不明白的暫時放低，就想去
看看這外來貓所講的是怎樣的一件事。走著走著，開始見到很多從未見過的東
西。突然間，有一個又高又大的黑影就近牠們，氣味古怪，說話不明。這時只
見外來貓一躍身、一頭栽到這奇怪的東西身上，過了一會甚至安然睡了。  

森林貓有點羡慕，但又不明白，這時又有一巨大身影來接近森林貓，牠即時反應
就是伸出利爪、怒視這巨物、發出最大的嘶聲。外來貓也被驚醒，就說不用
怕，他們是「主人及他兒子」！可惜說時遲那時快，森林貓已經出手了，傷痕就
留在這兒子身上。主人的兒子眼見牠到處亂闖，竟然走到公路上，車來車往必
死無疑，立即跑上前，盡力的將牠抱住，但森林貓加倍的亂抓，就在這時主人
的兒子被一台自行車撞到地上。森林貓眼見這兒子救了自己，就等在他身旁。
直至那位主人出來，他立即抱起受傷的兒子，也抱起森林貓。森林貓尤有餘
悸，但當回到主人家時，竟然見到自己的一家八口及貓太太也跟到這個地方
來，甚至正在享用主人家中豐富的食物、感受著愛與温暖。當森林貓不再疑惑
及掙扎時，主人替牠帶上「頸圈」，便說這是我家的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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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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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肢體交通會 )  差傳與我 

11/3 何桂榮  財主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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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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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事奉人員  (11/3)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愛慕主的顯現 提後 4:8) 陳禮昌(靠主名得救 徒 4:12) 

講員 樊景文 陳佩恩 

主席/領詩 徐偉東 關潔玲 

司琴 梁玉霞 黃嘉莉、劉欣安 

司事 劉蔚旻、黃玉燕 勞錫輝、羅志芳 

當值/報告 楊建君 何桂榮 

音響 陳肇銘 劉國泰 

樓梯機操作員  樊銘恩 李振標 

擘餅用具預備  陳翠玲  秦麗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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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真轉 劉伙嬌 

  家事報告                                                     

1.〔宣讀2018年2月份執事會議決案，共兩項〕 

通過推薦楊建君弟兄報讀香港短期宣教訓練中心之常青佈道基礎
班，本年三月開課。 

通過購置彩色影印機，費用實報實銷。 

2.〔肢體交通會〕今日講道會後12:00隨即舉行，主題「差傳與我」，內
容有簡報本堂本年度福音事工及少娟姐分享，鼓勵肢體踴躍參與。 

3.〔家長講座〕今年特設兩次主日下午的家長講座，邀請了何定邦姑娘分享
「認識子女的性格類型」及「如何培養子女的品格和靈命成長」，日期
分別為 3 月 11 日及 5 月 20 日下午 2:30-4:30。歡迎邀請未信的朋友出席，
特設兒童遊戲區，方便家長出席。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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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浸禮預告〕開始接受申請受浸(包括轉會者)，凡信主清楚得救一年以
上，有穩定教會生活，可先書寫得救見證及與團契導師交通。申請
受浸者務必修讀三課的輔導班，並於3月18日前遞交受浸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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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郭偉文 福音與差傳  梁寬、何執好  

14/3 樊景文 聯堂培靈會  - 

(一)祈禱會主題：家庭生活         (28/2)       出席：14 人 

詩歌：《更像我恩主》平 357 

經文：提摩太前書 3:4-5     提多書 2:1-6 

信徒美好的見證要更多反照在家庭生活裡。保羅書信的教導也沒有

分類於事奉者或平信徒，真實遵行神純正道理，是在日常生活中與

親人有和諧的相處之道。 

禱告方向： 

為作弟兄的如何承擔照管家庭的職任，作神的好管家 (提前三 4-5) 

為不同的家庭成員 (長者與年青) 願意常存愛心，在各樣事上能寬容忍讓 

為著神榮耀的旨意，活出美善的家庭生活，讓未信的親友稱羨，榮耀歸神 

(二) 代禱肢體：梁寬姊妹、何執好姊妹  

梁寬姊姊:感恩在身體和起居飲食上蒙保守，得以健康無慮 

執好姊妹:感恩身體尚可；代禱兩膝蓋退化引致行路困難及疼痛，求主保守日

常出入的平安，常常禱告。 

 (三)其他代禱: 

1.摩西團契鄭華坤弟兄感恩右邊身體活動有進展，記念他有清晰頭腦能學習

言語與吞嚥。 

2.摩西團契何執好姊妹發燒不退、頭暈入院治療，求主醫治。也保守家人在病

患中，求主看顧。 

3.記念林慧慈姊妹反覆發燒，求主賜智慧給醫生能對症下藥，保守姊妹的身

體。也記念彭玉冰姊妹出入醫院及照料的勞苦及平安。 

4.春節後流感高峰期，若身體不適者請佩戴口罩，預防感染。大家保重身體！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0/3(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頌讚主恩 

17/3(六) 3：3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聯堂培靈會 

10/3(六) 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專講：認識靈恩派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4/3(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肢體交通會(差傳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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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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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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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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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奉獻總額  

31,663.00 

46002 2,500 46216 5,600 白封 971 46074 50 

46208 600 46217 17,400 白封 971 愛心代轉 

46214 100 46219 2,000 白封 971 46215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