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首次參與崇拜的來賓  19/12/2021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本周讀經  彼前 1-2 彼前 3-5 彼後 1-3 提後 1-4 約壹 1-3 約壹 4-5 約貳、叁、猶 

聖經機編號  1152-1153 1154-1156 1157-1159 1126-129 1160-1162 1163-1164 1165-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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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事：陳家恩 

得釋肩頭重擔—退修日營                     樊景文長老 

「假日」（holiday）按字義指「神聖之日」，提醒人類在這天將榮耀歸
主名。可是對不少人而言，假日只用作休息，因日常工作疲憊不堪，
趁機停下來回氣。  

「退修」英文為  Retreat，指暫時從日常生活工作和恆常服事中退下
來，藉着靈修、親近神，重新定位及對焦，使人不致迷失方向，忘了
為何而戰、為誰而活。因此，退修目的不只是休息，更重要意義和目
的乃是整裝待發。  

福音書記載耶穌在傳道生涯中，每當遭遇挑戰或面臨困難與掙扎，也
常常一個人退到曠野禱告，藉着親近神，更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更
堅定去完成父神所交託的任務。此外，耶穌也曾在差遣門徒兩個兩個
出去傳福音之後，帶領門徒暫時離開繁忙的服事，退到曠野（馬可福
音 6:30-32）。  

今年退修日訂於 12 月 25 日星期六（公假）假屯平舉行，由上午 9:30
開始，以早禱會啟動，藉詩歌、讀經（以賽亞書第五十五章）與神親
近、午間用膳、稍作休息後有感恩分享，聚會於下午 3:30 結束。  

舉辦退修日另一重點是回顧與前瞻，為來年教會年題「披戴基督，得
勝生命」的追求作準備，達到更親近神、修復與神及與肢體的關係、
更明確服事方向、更有力面對生命困難與挑戰。祝願弟兄姊妹到此得  
釋肩頭重擔，養力奔赴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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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修日〕12月25日周六在屯平舉行，由上午9:30至下午3:30。日程

如下：早禱會、詩歌敬拜與思念主、靈命自檢與讀經、自行午膳、

感恩分享。因需要預備場刊，參加者務必到司事枱報名或在google 

form報名 https://forms.gle/BjpVXVwB5Yvm6UKp7 。  

2.〔長執會議〕下主日下午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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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會的主恩領。 

3.〔圖書部〕2022年1月-4月閱讀獎勵計劃「再熾喜閱」，詳情張貼於圖書

館內。 

Zoom 直播安排，可早 10 分鐘進入，安靜預備  

〔擘餅 9:00-9:50〕；  

〔主日崇拜及幼兒童崇拜 10:15 開始〕  

〔事奉人員禱告會 8:30 十二月開始〕  

職事  (19/12)事奉人員 (26/12)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基督必須受害」 

陳禮昌 

「我們在這裏真好」 (太 17:4-6)  

樊景文 
講員  樊景文 黃寶玲 

主席 /領詩  曾玉冰 伍敏婉 

司琴  劉欣安 黃嘉莉 

司事  祝世傑、倪 春 林志雄、何玉琼 

當值 /報告  吳寶婷 廖玉珍 

音響  馮康寧 林敏瑩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陳肇銘 

擘餅用具  陳翠玲 何玉琼 

兒童崇拜  陳恩浩、李御築 陳恩浩、李御築 
幼兒崇拜  楊另志、張慧賢 楊另志、張慧賢 

兒童關顧員  羅真轉 劉伙嬌 
〔主日福音聚會 :10:15 開始〕  

日期  主題  形式  負責人員  

19/12 躁暴夫與啞忍妻  影音  何桂榮  

26/12 大喜的信息  講道  陳禮昌  

 

https://forms.gle/BjpVXVwB5Yvm6UKp7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https://us04web.zoom.us/j/3519488515


 

 

 

 

 

 

 

 

 

 

 

 

 

 

 

 

 

 

 

 

 

 

 

 

 

 

 

 

 

 

 

 

 

 

 

〔Zoom 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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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 陳禮昌  教會承傳  劉伙嬌、譚妙嬋  

29/12 樊景文  主必快來  馮美珍、黃詠嫻  

(一)祈禱會主題：職場見證    日期：15/12     出席：17 人 

詩歌：【從你見耶穌】《世紀頌讚》第 491 首 

經文：馬太福音 5:13-16 

(二)祈禱重點： 

1.以基督為榜樣，先作個好門徒，有美好的靈性和好行為。 

2. 求主加給我們力量，在職場上能充分發揮鹽與光的功用，成為上司及同事

的好榜樣。 

3.不是單單為自己，最重要的是在職場上讓人認識主，籍著主加給的力量，

使人看見了你的好行為，而把榮耀歸給神。 

(三) 代禱肢體：譚陳翠玲、秦麗欽姊妹  

[翠玲] 感恩：神看顧家中各人有平穩。孫兒入到心儀小學，全是恩典。 

代禱：求主保守身體有健康體魄可以更多服事主，靈性有長進。 

[麗欽] 感恩：能夠完成三個月常青學習。細兒子店舖不需要我辭職幫手，可

以彈性需要時才幫手。 

代禱：雖然常青課程暫告一段落，求神給我常有準備，有佈道生活化

的心，有愛人靈魂的心。常青三月份再開課，預備心靈，繼續學習。

希望兩兒子早日認識神得屬天盼望。媳婦孫兒對神有堅固信心。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5/12 (六) 09:30 早 摩西團－長者 齊來參加退修日  

1/1/22 (六) 10: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新年的盼望(户外週) 

25/12 (六) 09: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教會退修日  

25/12 (六) 09: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教會退修日  

26-27/12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CAMPING TBC 年終大檢討  

 

 

 

 
 

  奉獻記錄(2021 年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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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87 3,000  49239 3,700  49297 500  49240 500  白封 997  

49230 700  49240 5,500  49298 8,000  49560 100  白封 997  

49238 1,000  49294 1,000  49560 2,900          

感 恩  
奉 獻 總 額  2 9 , 3 9 4 . 0 0  

49122 300  49296 2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8 月 

奉獻封數  77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298,894.00 收入 $0.00 

支出  $183,010.09 支出 $0.00  

本月結存   $115,883.91 本月結存 $0.00 

     

   承上月結存 $90,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0,319.30 

小太陽事工  $4,985.00   

愛心代轉  $5,800.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7 月 

奉獻封數  64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43,570.00 收入 $2,000.00 

支出  $178,593.98 支出 $0.00  

本月不敷   ($35,023.98) 本月結存     $2,000.00 

     

   承上月結存 $88,319.30 

其他收入   累積結存 $90,319.30 

小太陽事工  $5,982.00   

愛心代轉  $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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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教會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