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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讀經：創世記全卷、出埃及記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4/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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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玉貞  誰造  影音  

21/1 偉文  罪的根源  查經  

 

經文默想~「我兒...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 黃寶玲傳道 

當讀書疲倦時想起這段經文，感覺真好，傳道者很體恤人，知道讀

書多，真的很疲倦。這經文也會被利用，作為不讀書的藉口。甚至

極端地解釋，只讀聖經不用讀其他的書籍。其實，不想讀書，總不

乏理由，例如時間不夠、書本笨重、難於攜帶等等。最可惡是人從

聖經中斷章取義地找支持不讀書，這實在是對神話語大大不敬。傳

道者是用智慧提醒，我兒啊，人的時間、身心、能力有限，故讀書

須有所選擇，以免傷神。若多讀無益的書，不單疲倦勞心，還可能

污穢心靈。 

現今我們很可能不是面對「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 

而是「資訊多沒有窮盡，打機多眼睛疲倦」、「面書多沒有窮盡，

煲劇多不夠精神」等等。被電子資訊平台充塞了時間空間，在無窮

盡的網絡上追求令身體疲倦。 

接下來的經文是「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祂的

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你我的本分是恰當地選擇，閱讀那些

能幫助你敬畏神、謹守祂誡命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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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十木中十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寶玲姐今早往葵涌平安福音堂負責少崇講道聚會。 

2.〔圖書部〕2017 閱讀奬勵計劃於今天崇拜後頒獎。 

3.〔源來有祢〕2 月 4 日(主日)下午 3:30 平安福音堂聯合主辦角聲使團培

靈佈道音樂會。「信息：扭曲的世界、紛亂的社會，兜轉的人生 — 我

們能否回到生命和恩典的源頭？」首選對象是邀請新朋友，次選是期

望為靈性反思的會眾。地點：旺角麥花臣場館；憑票免費入場，不設

劃位，額滿即止。門票可向牧者或同工領取，門票有限，派完即止。 

4.［第一季主日學課程］今天開課，課程四福音之馬可福音、門徒

訓練(續)、信徒靈命更新課程(一) — 真知道祂(下周21/1開課)、

撒母耳記上［適合長者］、○5 使徒行傳(一)（主日下午2:30 – 3:30）

請各班學員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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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事奉人員  (21/1)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神在肉身顯現) 陳禮昌(且死在十字架上) 

講員 樊景文 雪蓮花 

主席/領詩 陳恩浩 林敏瑩 

司琴 陳恩倩 梁玉霞、梁紫紋 

司事 梁繼榮、章彩娟 梁雨謙、曾玉冰 

當值/報告 彭玉貞 郭偉文 

音響 徐偉東 黃俊傑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李振標 

擘餅用具預備  秦麗欽 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楊建君、麥少玲 楊建君、麥少玲 

幼稚級崇拜 梁玉霞、關潔玲 梁玉霞、關潔玲 

幼兒秩序  劉伙嬌 黃詠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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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楊建君 扎根聖經，活出基督 陳生華、陳月琴 

24/1 黃寶玲 讀經生活  李超、李玉琴 

(一) 小太陽代禱： 

 希望未來能再去小鎮的醫院視察，了解阿爸的心意。 

 願短期探訪團友得著異象，受感到這裡作工。 

 韓家的菇種在寒流中能繼續成長，榮耀歸主名。 

 在寒冷的住處有智慧保暖和保健，語言學習清晰流暢，出診時有同伴和

蒙保守，不被感染。 

 媽媽和弟妹們靈裡的突破和甦醒。 

(二) 其他代禱： 

1.摩西團契郭妹姊妹 5 歲孫兒曾因流感住院，現已出院回家，盼早日康復。 

2.近日天氣寒冷，記念多位肢體感冒咳嗽，求主醫治，各人早日康復。 

 

2018 年度第一季主日學（主日中午 12:00 – 1:00/2:30-3:30） 

四福音之馬可福音                    14/1開課     導師：樊景文 

認識馬可福音的神學主題及信息，一同研習，更深認識真理。 

門徒訓練－續上季                       14/1開課     導師：羅志芳 

信徒靈命更新課程(一) — 真知道祂     21/1開課     導師：伍敏婉 

本課程適合所有渴望更深認識神的信徒參加。藉著更深認識三一真神（父
神、耶穌基督、聖靈）、人與罪和末世啟示等，讓信徒與神建立更密切的關
係、更明白神的心意、更愛主；好活出更蒙神喜悅的生命，見證榮耀主！ 
(14/1截止報名) 

撒母耳記上［適合長者］                 14/1開課     導師：陳禮昌 

以色列民從士師時代進到君主時代，認識神如何掌管及帶領。 

使徒行傳(一)（主日下午 2:30 – 3:30）   14/1開課     導師：黃寶玲 
這是路加福音的延續，主耶穌成就救恩後，按主的應許賜下聖靈繼續神的工
作在地上。讓我們能明白聖靈的大能如何引導、安慰和激勵信徒，將主耶穌
基督的福音越過地域，從狹小的耶路撒冷傳遍廣大的歐、亞洲；越過人的限
制，將不同種族、階層的人，藉著福音建立基督的教會，完成神託付與使命。  
共 10課：1月14，21日； 3月4，11，18日；4月1，22日；5月6，13日；6月10日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27/1(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屬世與屬神 

 20/1(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少年的約瑟 

 20/1(六)  7：30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神說話(一):說話的神 

 20/1(六) 4：30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釋經法-書信篇 

 21/1(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栽培 

 
 
      

     

1 月當值 

何玉琼姊妹 

2018 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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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記錄 (2018 年 1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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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令會 宣教 
44686 1,900 46072 1,000 46755 1,100 44596 500 46053 250 

45628 500 46077 2,700 46793 200 46007 300 46065 100 

45742 500 46080 1,400 箱內 20 46065 300 46077 800 

46012 300 46081 500 感恩 46072 200 46078 100 

46052 200 46082 1,500 45900 50 46086 600 46760 300 

46053 3,000 46083 3,900 46078 400 愛筵 教會維修 
46065 4,500 46084 3,000 46079 200 46065 100 46053 300 

46066 1,200 46085 500 46088 10,000 46071 100 奉獻總額  
46,190.00 

46067 1,150 46086 500 46760 900 慈惠 
46071 500 46087 70 46793 300 46053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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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