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中的過新年                   黃寶玲傳道 
紅色的對聯、揮春是我們中國人過農曆年的一大特色，老一輩或農村的家

庭，更要年年更新在家門前的對聯，來迎接新春。這也是因著一個古老避年

獸傷人的故事而生的習俗，能夠避過災禍過渡新歲應當歡喜快樂。現今我們

看為民間故事，但當時的人卻是認真對待從天上來福禍的問題。這個中國傳

統，也讓我們聯想到聖經中創造天地的神拯救祂子民的歷史，也因此定為以

色列的新年。 

聖經出埃及記十二章，所說的話是「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

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

門框上和門楣上…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

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

你們身上滅你們。」。以色列民因相信神的話，按吩咐而行，能平安渡過那

天晚上進入一個新的歷程，一切要更新，新恩典要開始。 

但現代猶太人的新年卻不是在逾越節了，估計因為拜偶像和悖逆，神容許聖

殿被毀、神的百姓被攻擊及被擄到巴比倫，因為總總原因，將新年的慶祝從

春天改到秋天，以聖經中的吹角節到贖罪日為他們的新年。猶太人對「新開

始」很重視，「悔過」和「更新」是他們過年的主題，所以猶太人在新年會

檢視自己過去的生活，並重新將自己歸向神，並等候主來。除舊迎新也正是

我們中國人對新年的思想，進入新恩典，讓我們重新歸向神。 

 

 

 

2 月份讀經：利未記、民數記全卷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18/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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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何桂榮  八福臨門  影音  

25/2 郭偉文  耶穌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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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十木中十

 家事報告                                                     

1.〔牧者行蹤〕景文哥今早往青衣平安福音堂負責講道。 

2.〔長執會議〕下主日下午2:30本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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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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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亂局裏逆向思考，高瞻遠矚（但七1-28） 

5.〔浸禮預告〕本堂開始接受申請受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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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輔導班共四課，凡申請受浸者必須修讀，並於3月18日前遞

交受浸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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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事奉人員  (25/2)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郭偉文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前 1:3） 
樊景文(領聖餐，約 6:33-35) 

講員 鍾國良 黃寶玲 

主席/領詩 麥少玲 伍敏婉 

司琴 陳恩倩、劉欣安 黃嘉莉、梁紫紋 

司事 陳恩浩、楊家盈 龐靜民、譚陳翠玲 

當值/報告 陳禮昌 彭玉貞 

音響 徐偉東 黃俊傑 

樓梯機操作員  陳肇銘 劉國泰 

擘餅用具預備  陳翠玲 何玉琼 

兒童級崇拜  譚惠芳、樊銘恩 譚惠芳、樊銘恩 

幼稚級崇拜 楊建君、楊美妹 楊建君、楊美妹 

幼兒秩序  黃詠嫻 馮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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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樊景文 佈道生活  梁鳳珍、黎健芳  

28/2 陳禮昌 家庭生活  梁寬、何執好  

(一)祈禱會主題：禱告生活         (14/2)       出席：14 人 

詩歌：《禱告良辰》 

經文：《希伯來書 4:14-16》 

禱告方向：莫忘恩主，堅守真道 

試煉時代，謙卑靠主 

施恩座前傾心吐意 

(二) 代禱肢體：陳翠玲姊妹、黎艷香姊妹 

翠玲姊妹: 感恩: 在病患中蒙主醫治看顧，現在仍有定期檢查，一切安好。 

在事奉中有牧者、同工、弟兄姊妹的愛護、幫助與配搭。 

代禱: 主幫膝關節疼痛能改善；善用健康的日子，多作主工。 

能持續享受靈修、讀經生活。 

艷香姊妹: 感恩: 前星期在家中跌倒，左邊髖骨有疼傷，經塗抹藥膏已好轉。 

代禱: 受關節問題困擾，手腳常有麻痺，需要常作拉筋才能舒緩；

另外，頸椎遇風會影響有暈眩，求主看顧施恩；求主幫助雙腳有力

和穩固，家居與出外都有平安的腳步。 

(三)其他代禱: 

1. 摩西團契鄭華坤弟兄仍在康復大樓治療，記念他要學習言語與吞嚥。 

2. 摩西團契李三妹姊妹的丈夫(盧生光)弟兄氣促痰多住院，求主醫治。 

3. 記念林慧慈姊妹持續發燒，求主保守姊妹的身體。也記念玉冰出入醫院及

照料的勞苦。 

4. 時值流感高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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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勸告與警戒 

24/2(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新春團拜 

24/2(六) 7：30 晚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神說話(三)：成聖之旅 

24/2(六) 4：3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大專 查經：提後(1:6-8) 

25/2(日)  12:00 中午 提摩太團－職青、大專 律法之用：提前(1:8-11) 

 
 
      

     

2 月當值 

何玉琼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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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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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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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96 100 46192 2,500 46205 1,500 46135 50 46190 500 

45191 3,000 46193 200 46206 2,670 46190 500 46197 3,000 

45795 2,000 46198 271,000 46722 4,200 46204 800 46201 1,000 

46020 5,700 46199 4,600 箱內 50 白封 971 

奉獻總額  

479,917.00 

46136 5,000 46200 1,200     白封 971 

46190 1,300 46202 159,405 冬令會  愛心代轉  

46191 4,000 46204 2,700 46194 500 45813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