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 迎 首 次 參 與 崇 拜 的 來 賓  2/1/2022 
 

本 週 讀 經  創 世 記 一 至 二 十 八 章  

聖 經 機 編 號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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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事：陳家恩 

披戴基督，得勝生命                    楊建君執事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馬書 13:14)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啓示
錄 21:7) 

屯門堂明年選用「披戴基督  得勝生命」作為年題，內容選取自兩段經文，
由使徒保羅及約翰所寫，出於神的靈感動，兩段經文的意思前後貫串，連
成一氣。  

披戴，意思是穿上，就是我們所說披上婚紗，披甲上陣的那種穿上。  

很明顯，穿上特定服飾的人，就要執行特定職務或要做特定的事情。穿制

服如是，穿禮服如是。基督徒由信主一刻開始，其實已經披戴基督，為要
活出基督，初信時或許未充分察覺這份榮耀及使命，但甚麼時候發現這個
真理，信仰生活及人生觀必有重大改變。  

可惜今天的基督徒大多反其道而行，傾向做便衣信徒，或稱為隱形信徒，
想隱藏自己真正身分，掩人耳目，減低做基督徒應承擔的責任。以為這是
「聰明」做法，其實只會令自已無法活出豐盛生命，更深經歷神，結果得
不償失。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保羅提醒我們要脫去暗昧行為。末世充斥各種迷惑，
需要更多彰顯基督生命的信徒作鹽作光。我們現今比保羅的時代其實更近
白晝，因此更當儆醒過活，預備迎接主再來。  

主向約翰啟示，得勝的必承受主所應許的為業。牧者常常強調，我們要做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有新生命。這是對的，我們不只重視得救，更要留
意我們是否站在得勝的行列中。有些信徒覺得，能夠得着救恩已經心滿意
足，不敢奢望成為得勝的信徒，以為得勝只屬於少數勤力追求，為主發熱
心的信徒，因此畫地自限，甘願做個無所作為的信徒，這無異中了撒但的
詭計。  

 

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所跟隨的主耶穌基督是已經得勝的主，祂全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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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長執會議議決案，共一項〕 
通過2022年度行事曆及各團各部事奉人員名單。 

2.〔肢體交通會〕今日主日崇拜後舉行，主題「披戴基督，得勝生命」
彼此代禱。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 

3.〔1 月平安月報〕已上載網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201.pdf 

4.〔荃區聯合差傳祈禱會〕1 月 12 日(周三晚上 7:30)將以實體假荃平舉行
(不會使用 zoom 視像) 。當日聚會由「黃姊妹」(屯平)分享，及為本
區宣教士福音需要及代禱，呼籲一同參與，禱告守望。  

5.〔2021全年讀經奬勵計劃〕一年終結弟兄姊妹年初立志讀經，可以在此登
記，月底公佈得獎名單。https://forms.gle/7SYtGhxDhvhGXdMb9\ 

6.［常青畢業］感謝主，楊建君弟兄完成了為期三年半的「常青佈道訓練課
程」，訂於 2022年1月16日主日下午3:00假沙田小瀝源短宣中心舉行結業
禮暨異象分享會，由於防疫之故，出席人數受限制，未能招待所有教會
肢體。屆時有直播視頻觀禮，同頌主恩，榮耀歸神。 

［事奉人員禱告會 8:30〕  

Zoom 直播安排，可於聚會前 10 分鐘登入，安靜預備  

〔擘餅 9:00-9:50〕；〔主日崇拜、兒童崇拜幼兒童崇拜 10:15 開始〕 

職事  (2/1)事奉人員  (9/1)事奉人員  

擘餅 /主題  
「降生，復生，永生」    

楊建君  

「他本有神的形象」腓 2:6 

郭偉文  

講員  樊景文  鍾國良  

主席 /領詩  黃寶玲  陳翠玲  

司琴  劉欣安  楊另志  

司事  樊銘恩、譚陳翠玲  黃俊傑、葉曉彤  

當值 /報告  陳禮昌  彭玉貞  

音響  龐靜民  王宇軒  

樓梯機操作員  樊銘恩  黃俊傑  

擘餅用具  譚陳翠玲  秦麗欽  

兒童崇拜  劉國泰、黃嘉莉  劉國泰、黃嘉莉  

幼兒崇拜  楊家盈、劉月芳  楊家盈、劉月芳  

兒童關顧員  麥少玲  譚蕙珊  

〔主日福音聚會 :10:15 開始〕  

主題  

2/1 正堂主日崇拜  

憑希望抗憂  

形式  座談  

負責人員  陳禮昌  

 

http://www.tmpec.org/files/PEC_M202201.pdf
https://forms.gle/7SYtGhxDhvhGXdM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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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在屯平現場及 zoom 視像同步進行) 

12/1 荃區聯合差傳祈禱會  (7:30 在荃平舉行 ,不設 zoom 視像進行) 

(一)祈禱會主題： 主必快來   日期：29/12     出席： 17 人 

詩歌：【主必快來】《青年聖歌》 

經文：啟示錄 22 : 10-21 節錄 (新漢語譯本) 

(二)祈禱重點： 

1..遵守聖經的話 

2.潔淨自己衣服 

3.以生命的見證 

4.渴望等候主來 

(三)代禱肢體：馮美珍、黃詠嫻姊妹  

[美珍 ] 代禱：求主讓丈夫、女兒及兒子能夠認識神，接受寶貴福音。

求主繼續保守家人健康與平安。求主讓自己持續有愛神、愛人、與及傳

福音的心。  

感恩：兒子能轉換新工作環境。  

[詠嫻] 代禱：每逢二、四會到馬鞍山照顧孫女（因工人辭了職)，其餘

日子到荃灣照顧媽媽。  

感恩：過去一年母親雖多次入院但都無恙出院，教會完成翻新工程，家

中各人平安。未來會更積極向弟、妹及二姊傳福音。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8/1 (六) 09:30 早 摩西團－長者 挪亞的一生  

15/1 (六) 0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巾國鬚眉  

8/1 (六) 04:3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樂在靈修  

8/1 (六) 0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A 貨信徒  

9/1(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披戴基督 

 

 

 

 
  奉獻記錄(2021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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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20 7000 49255 2800 49594 1400 49153 300 49594 500 

49144 6000 49253 4500 49596 5000     49595 200  

49146 1500 49262 2500 白封 3780 
奉獻總額 35,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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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一季主日學  
主題：「蒙悅納的事奉」                          導師：樊景文長老  
日期：1 月 9, 16, 23 日；2 月 13, 20 日(共五課)；時間：中午 12:00-1:00  
簡介：配合教會主題「披戴基督，得勝生命」，明年一月至二月將開辦以聖經
為本共五課的主日學課程，內容包含個人靈命成長、聖經中的事奉觀及戀愛與
婚姻觀。適合所有弟兄姊妹參加。(1.事奉生命素質 2.每天與主同行 3.恩賜彼此
服事 4.合神心意敬拜 5.鶼鰈情深之愛) 
主題：「在盼望中活好今生」《啟示錄》研讀-忠心的得勝者 導師：伍敏婉姊妹  
日期：3月13, 27日；4月10, 24日；5月8,22日；6月12,26日；9月11,25日；10月9,23日； 

11月13,27日；12月11日；2022年3月至12月，每月第二、四週上課（12月上一課，7-8

月停課）。(共十五課)；時間：中午12:00-1:15 
簡介：為回應我們身處的末世，並配合來年教會主題：「披戴基督，得勝生命」，
明年三月份將開辦以上述主題為期一年的課程。《啟示錄》是令人難明的書卷，
但卻是每一位信徒都應好好研讀和需要明白的從神而來的啟示。課程內容包括
整卷書卷及個別專題如敬拜觀、苦難觀和財富觀等。盼望我們能領受耶穌基督
所作的見證，並在末世作忠心的得勝者。 
主題：「基督耶穌、耶穌基督」                     導師：黃寶玲傳道  
日期：1月16, 23日；2月 20日；3月13、20日；5月15、22日；6月12、19日；(共十課)；
時間：下午2:30-3:30 暫以ZOOM形式進行 
簡介：「我信耶穌」、「我是基督徒」，基督是我們信仰的核心，認真對待整
本聖經中如何啟示基督，幫助我們在信仰上根基穩固。課程以系統神學的方向，
淺談基督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