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神大能的子民」的點滴感想           楊建君執事 

承接上年教會年題「活出聖潔候主來」，今年年題「作神大能子民」

進一步顯出神給予我們新生命的能力，這生命不是獨善其身，孤芳

自賞，而是在人群中彰顯主的生命，帶著從神而來的生命能力，吸

引人到神面前，悔改認罪，委身交託，得著從天上而來的新生命福

氣與盼望。 

正由於信徒新生命的大能是從神而來，亦只能從神而來，人在此只

能謙卑、順服、倚靠主，沒有任何可誇，沒有任何老我的成分可言。

正如主耶穌基督說，祂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作神大能的子民亦是對應末世時代的黑暗，面對異端假道迷惑，邪

情私慾氾濫，信徒須以大能的屬天生命予以抗衡，而不是無奈地靜

默不語。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

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書二 9) 

 

 

 

 

 

 

 

 

 

 

 

 

本周讀經：約伯記 15-35 章；聖經機聆聽經文編號：451-471 
 

敬請留步，參與聚會〔歡迎首次出席的來賓〕  5/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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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肢 體 交 通 聚 會 - 作 神 大 能 子 民  

12/1 郭 偉 文  有 神 麼 ?  影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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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各聚會編排  〔擘 餅 /講 道 會 ：早上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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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事奉人員 (12/1) 事奉人員 

擘餅/主題 
陳禮昌  

(神兒子的血 ) 

郭偉文  

(我們神的華美  賽 35:2) 

講員 樊景文  樊景文  

主席/領詩 伍敏婉  趙平  

司琴 陳恩倩  劉欣安  

司事 徐水棠、陳改嬋  吳德生、楊家盈  

當值/報告 楊建君  何桂榮  

音響 龐靜民  徐偉東  

樓梯機操作員 劉國泰  樊銘恩  

擘餅用具預備 何玉琼  譚陳翠玲  

兒童級崇拜 譚惠芳、陳恩浩  譚惠芳、陳恩浩  

幼稚級崇拜 關潔玲、楊另志  關潔玲、楊另志  

幼兒秩序 馮美珍  黃詠嫻  

 

 

周三  

 家事報告                                                                       

1.〔宣讀2019年12月份長執會議議決案，共四項〕：  

○1 通過本堂成立副堂崇拜，預算2020年3月開始聚會，籌委成員：  

楊建君、樊景文、郭偉文、陳禮昌。  

○2 通過維修正門門框及右邊牆身石屎剝落，費用實報實銷。  

○3 通過2020年度對外奉獻名單及金額。（詳情參閱壁報告示）  

○4 通過國際視野(亞洲)”HIA”借用本堂舉行月禱會，日期為2020年10月

20日晚上。  

2.〔肢體交通會〕今天12:00舉行，主題「作神大能子民」。內容其中有

少娟姐在異地的服事心志分享、彼此代禱等等，祈盼全體踴躍參與。  

3.［荃區聯合差傳祈禱會〕1月8日周三晚上7:30假荃灣平安福音堂舉行，

由小太陽負責，加深認識宣教士及其福音需要，呼籲出席，禱告守望。 

4.〔主日學預告〕1月12日新一季主日學開始，請在司事枱報名。  



 

 

 

 

 

 

 

周三晚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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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福。》  

日期  負責人  祈禱會主題  代禱肢體  

8/1 小太陽  荃區差禱會（荃平舉行，晚上 7:30 開始）  

15/1 楊建君  作神大能子民  黎艷香、羅愛蓮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1/1      出席：14 人  

詩歌：我的負擔（青年聖歌 III/87） 

經文與經訓：羅馬書 10:13-15 

(二)禱告方向： 

基督的福音 毋忘十架犧牲與代贖，以祂的信實應許供應 

天父的差遣 慈愛和憐憫，願萬人得救，不願有一人沉淪 

聖靈的感動 引導我們在各處宣教，末世中繼續廣傳福音 

「福音才是地上的珍寶；又差遣我們向身邊的人傳揚和平的福音」 

(三)小太陽代禱： 

感恩完成了兩個醫療證書課程，盼能在工場上運用出來。  

一月份在各堂會的分享，求主使用。  

29/1 往返工場的航班，因班次改動未能銜接。  

媽媽最近跌倒了兩次，與家人商量僱用工人照顧的安排。  

(四)其他代禱： 

1.曾家棠弟兄蒙主眷顧，覆診後得知病情漸有改善，心存感恩。 

2.梁繼榮弟兄和梁冰琪姊妹的父因水腫入院治療，留院二個多星

期。現呼吸不暢順，求主舒緩不適，並堅固信主的心。 

 
  1 月當值 

建君弟兄 
圖書館外書架已更新，歡迎在大堂內翻閱，
不設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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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契聚會  

日期  時間  團契名稱／對象  週會主題  

11/1 (六) 10:00 早 摩西團－長者 作神大能子民(退修日營) 

18/1 (六)  4:00 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預備迎見主再來  

11/1 (六)   4:00 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新年新展望  

11/1 (六)  4:00 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聖經中的小人物  

12/1 (日) 12:00 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士師記概論  

老友記查聚  

聚會地點：嘉濤耆樂苑     聚會時間：下午 3:15-4:00 

新參與的弟兄姊妹可向牧者或同工聯絡。  

一月  2 日 (四 )、17 日 (五 ) 、31 日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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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 7-11 月份慈惠基金累積結存，累積結存至 11 月份為$73,269.30。 

 

奉獻記錄(2019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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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修營 

47955 300  47953 500  48603 1,400  47938 200  47956 500  

47648 2,000  47954 2,000  感恩 47955 500  
奉獻總額 
29,650.00 

47936 1,400  47956 10,000  47866 50  47936 500  

47937 4,400  47960 5,400  46030 500      

 

2020年度第一季主日學（開課日 12/1中午 12:00–1:00 ;下午 2:30-3:30） 
《哥林多後書》                      中午班導師：樊景文傳道 
保羅生平經歷過不少困難和苦難，本書讓我們看到保羅的憂愁和喜樂。另外，
保羅辯證自己作使徒的蒙召、操守和品格，及對信徒及貧苦者的關懷。 

《站在主恩典中》羅 1-8章           中午班導師：伍敏婉姊妹 

為配合教會年題<作神大能子民>，2020 年度的主日學主題為<主恩深>。我們
要更深領會主的恩典，如何拯救我們成為神的子民，並作出神喜悅的回應。第
一季的主題為<站在主恩典中>，讓我們一起思想，罪人如何被神稱為義，及如
何能活出在這恩典中的新生命。為方便準備印製筆記，截止報名日期為 1月 5日 

《基要真理（一）》［適合長者］          中午班導師：陳禮昌執事 

從認識神的屬性到基督信仰的生命建立探究初階。 

《小先知書》                                    下午班導師：黃寶玲傳道 

這十二卷小先知書篇幅雖少，卻跨越四個世紀，為神特別興起作為亂世警鐘。認識小

先知與列王及回歸時代的關係，透過傳講的言語行為信息，喚醒屬神子民的靈性光景。 

上課日期:[1 月 ] 12,19; [2 月 ] 2 [3 月 ] 8,22; [4 月 ]5,19; [5 月 ]24; [6 月 ] 14。(九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