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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讀經：約翰福音全卷、馬可福音全卷、馬太福音全卷、路加福音 1-7 章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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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肢體交通會(使命人生) 

8/1 何桂榮  誰造？  影音  

 

 經文默想 ~ 「使命人生 ‧ 祝福萬民」 黃寶玲傳道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 8) 

在使徒行傳這節經文之前，門徒正在問死而復活的主耶穌，是否現在就
是復興以色列國的時候呢？耶穌沒有回答是與否，也沒有給門徒一個日
期，只說這不是你們現在需要關心的事。接著就是我們熟識的這句經
文，也是今年我們教會年題的經文，這要帶給我們甚麽啟示呢？ 

門徒想知的事與神掛心我們應該知道的事確有不同。這個「但」字表明，
請轉一轉念，將你們的焦點轉來看以下的應許，而不要停留在你自己所
關心的事上。 

你們還記得嗎？耶穌應許過真理的聖靈要來，作你們的保惠師，幫助你
們明白真理，也從聖靈必得著「能力」。若一個人有說話的能力，卻不使
用即成啞巴，有行走的能力卻只坐著，就成了跛子。相反，若沒有說話、
行走的能力，卻要去講去行，是不可能的。主既已應許「必得著能力」就
要運用，免得浪費資源。 

得著能力為了甚麽？「作主的見證」或譯作「作主的見證人」。所以必須
有親身的經歷與認識，也不單單在乎用言語傳講，也在乎活出。並且在
希臘文「見證人」和「殉道者」同字，故為須有為主殉道的心志，也等同
見證復活的生命。這見證要從身邊開始，一直到你能走到的地方，而神
使用不同的人，最終就能直到地極。 

信仰上我們或許有疑惑或想知道一些答案，像門徒一樣，願今年的年題
幫助我們轉臉尋求神給我們的使命，在可踏足的範圍上使人得見這復活
的盼望。 

 

 



 

 家事報告                                           

1［宣讀2016年12月份執事會議決案，共三項］ 

 ①通過由 2017 年 1 月 1 日開始，黃嘉莉姊妹為本堂執事。 

②通過 2017 年度對外奉獻名單及金額。（參閱報告壁報板） 

③通過繳付逃生門工程顧問費上期港幣 9,500 

2〔肢體交通會〕本主日講道會後12:00隨即舉行，主題「使命人生」，

內容為配合教會年題，彼此代禱，有新任執事及兩位福音同工事奉心

聲分享；祈盼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3〔婚福夫婦聚會〕我們將延續上年度的婚福課程，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本主日為第一次聚會，請先自行午膳，我們會準時 2:00 開始聚會。 

4〔荃區聯合差傳祈禱會〕11/1(星期三)祈禱會將移師荃灣平安福音堂晚上

7:30 舉行，主題：「成吉思汗」為蒙古族群的福音需要，講員曾赴蒙古宣

教多年、現職差會的同工，誠邀肢體出席同心禱告。 

5［時間調動］以諾團於 7/1/2017 開始改為逢一及三週六下午 4：00 聚會；

請團友們留意出席。 

6〔臨別！贈言〕講員：吳主光弟兄，主題：不羞愧的交賬（屬靈路線的實

踐），內容：平安福音堂的「堅持」；對準「主喜悅」的「活祭」；         

支持「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基督僕人要「得人心？得神心？」；   

我的遺願：「傳授外衣」。地點:沙田平安福音堂舉行，時間:1 月 9-11 日

（星期一至三）晚上 7:45 - 9:45，歡迎肢體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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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事奉人員  (8/1)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何桂榮(神與我們同在) 楊建君(還有空座) 

講員  樊景文 樊景文 

主席/領詩  陳禮昌 黃玉燕 

司琴  梁玉霞、陳恩倩 黃嘉莉、楊另志 

司事  陳肇銘、陳家恩 徐水棠、曾玉冰 

當值/報告 黃寶玲、樊景文 趙平 

音響  勞錫輝 黃俊傑 

擘餅用具預備  陳翠玲 何玉琼 

兒童級崇拜  伍敏婉、麥少玲 伍敏婉、麥少玲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關潔玲 楊建君、關潔玲 

幼兒秩序  馮美珍 羅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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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樊景文  福音與差傳  ---    ---  

11/1 本區差傳聯合專題祈禱會 ,主題「成吉思汗」(荃平舉行) 

(一) 祈禱會主題：繼往開來   (28/12)       出席：12 人 

詩歌：平安詩集 12 首《感謝神》 

經文：希伯來書 13:15-17 

［感恩的心］凡事謝恩的生活，主是我最大的滿足 

［靠主的心］作主所喜悅，過聖潔生活，持之以恆  

［順服的心］以使命人生，祝福萬民為追求的目標 

［儆醒的心］以敬虔謹守、喜樂交賬的心，候主臨 

(二) 代禱肢體：梁仕明、彭玉燕夫婦 

［仕明］感恩這兩年的全時間神學訓練，生命非常充實； 

餘下兩科轉為兼讀，祈求神保守順利畢業，繼續服事主。 

為大兒子的工作，需要輪值夜班，求主保守身體和靈命成長。 

為小兒子感恩，理大順利畢業並神為他預備工作；盼望他在基督信仰

中繼續長進。 

［玉燕］感謝主保守身體健康，靈修生活穩定及有兼職工作； 

足部微有勞損，求主施恩保守，在生活上見證事奉主。 

(三) 其他代禱 

1) 摩西團蔡慶嫄姊妹於星期四傍晚在家中暈倒，送院搶救後延至在昨天黃 

昏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姊妹的家人，也安慰弟兄姊妹的心。 

2) 求主為屯門堂預備及感動合適新同工配搭事奉。 

3) 記念廖玉珍姊妹的媽媽(譚溢崧)血糖不穩定，仍需留院診治，求主堅固 

伯母信主的心。 



 

 

 

奉獻記錄(2016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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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修營  慈惠  

奉獻總額  

22,902.00 

44401  2,800 46703  600 43917  100 46714  500 
45106  250 46705  2,260 46702  100     
46403  1,200 感恩 46702  100 宣教  
46404  4,500 44974  50 46703  100 46714  500 
46424  490 46465  500 46704  100     
46473  1,300 46706  200 46713  100 其他  
46496  5,000 46714  2,000 46716  100 其他 52 

 

團契聚會及小組時間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4/1(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活潑榮耀的盼望(退修日營) 

7/1(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從吾珥到迦南 

7/1(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希伯來書概論 

7/1(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使命人生、祝福萬民 

8/1(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使命人生，另一個心志… 

 

 

2017 年度第一季主日學／查經班（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小先知書（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導師：樊景文 
認識十二小先知書的主題和內容概論。 

門徒訓練－續上季（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導師：羅志芳 

真知道祂 – 信徒成長課程［適合初信者］  導師：梁繼榮、伍敏婉 
［信仰三寶：靈修、讀經、祈禱］透過靈修、讀經、祈禱的深化和實踐，建立和享受
與主親密的關係，讓我們更認識主；我們的生命也藉此得以逐漸成長。 

新約書信選讀［適合長者］（主日中午 12:00 – 1:00）   導師：陳禮昌 
第一季是希伯來書，讓我們能認識耶穌基督的超越性，從中作信仰反省及實踐。  

啟示錄－續上季（主日下午 2:30 – 3:30）            導師：黃寶玲 
（１月８、１５、２２日；２月５、１９日；３月５、１２、１９日） 

等候神—靈命操練（逢每月的第二、四週三早上 9:30-11:00）  導師：羅志芳 
透過群體學習和操練，使之愛慕神、親近神，彼此激勵及守望。 

 

本月當值 

陳禮昌弟兄 

大堂增設書架作書籍推介，提升閱讀興趣，書籍

每 2 個月更新一次，只供堂內閱讀，不設外借。 

閱讀奬勵計劃表，請於 1 月 8 日前放入圖書館

內收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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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