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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 主席 

二. 讀經…………………………………………… 領詩 

三. 詩歌敬拜……………………………………… 領詩 

四. 奉獻…（未明白奉獻意義和未信者不用參與）……… 領詩 

五. 證道…………………………………………… 講員 

六. 回應…………………………………………… 講員 
 

 週六崇拜 早堂崇拜 午堂崇拜 

2 月 4 日 

2 月 5 日 

領詩 廖佩蓮姊妹 歐陽詠臻傳道 

講員 黎岑鳳英師母《共渡好年頭》 

2 月 11 日 領詩 李玉儀姊妹 馬錦怡姊妹 

2 月 12 日 講員 陳佩琪傳道《不再一樣》 

 
 
 

 

 

 

 

 

 

 

 
 

 

 

堂主任： 陳翠屏牧師 60507095  傳道： 梁玉燕傳道 96248666 

傳道： 陳佩琪傳道 60230414  傳道： 黎岑鳳英師母 93747751 

傳道： 馮文傑傳道 98745455  傳道： 歐陽詠臻傳道 93609316 

傳道： 梁瑞玲傳道 60827180  執事電郵： board@pchurch.org.hk 

board@pchurch.org.hk： 

張雪華傳道 

96552079 

聚會指引： 
 為使聚會順利進行，請關掉閣下之傳呼機、鬧錶及手提電話。 

 聚會其間凡有站立的項目，身體不適或年長的嘉賓／教友，可安

坐座位上。 

 如有信仰或人生問題，歡迎在會前或會後向牧師、傳道人或接待

員查詢。 

 奉獻乃信徒本份，如未明白奉獻的意義或未信的來賓不用參與。 

 教會乃是神的家，未經本會許可，與會者不能在教會或透過教會

的人際網絡作任何商業宣傳、推銷及買賣活動。 

 

 



 

 

 

2017年 2月 4日及 5日 
 

忠於使命‧以愛得人 
 

這見證就是 神賜給我們永生； 

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面。 

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翰一書 5:11-12～  
 

 

 

 

 

 

 

 

 

 

 

 

 

 

 



101 事工報告 (佈道)  

1. 二月份城市亮光環保行動將於 2 月 18 日(六)前往元朗參觀由民間自發開展的「不是

垃圾站」及作義工交流，了解由社區開展的環保工作，時間是下午 3:30-6:00，集

合地點於元朗鳳攸北街休憩處。參加者請填妥「小組/個人活動報名表」並於 2月 15

日前交到辦事處報名。誠邀各位邀請朋友一同參與，在 2017 年為香港出一分力。 

201 事工報告 (成長)  

2. 「初信造就導修」和「101 委身教會」課程完成名單已張貼於禮堂外壁佈板上，請各

學員自行參閱，如有問題可向辦事處查詢。 

3. 凡已報名參加「201 委身成長課程」或「301 委身事奉課程」者，請下週按時出席。 

401 事工報告 (牧區)  

飛躍區 1 0 1 站長會  

日期及地點：2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 2:30-3:30 於 303 課室 

請帶備 2017 小組錦囊。 

如有要事請假，請通知 101 區主任張綺琪。 

 
 

但以理區、祈理信區合辦  親職工作坊  

《你是孩子最好的玩具》  

內容：  

1)安全感和親密感；2)發展自主；3)親子共讀；4)冒險精神；5)尊重生命(OUTING) 

課程環繞艾里克森「人生八階」（the eight ages of man）的發展理論，因應 0-3

歲幼兒發展需要而設計 - 對父母信任、對自己自主、對世界好奇。適合幼兒父母參

與。 

日期及時間:4 月 2 日 2:30-4pm、4 月 9 日 2:30-4pm；4 月 16 日 3:30-5pm； 

4 月 30 日 2:30-4pm；5 月 7 日 2:30-4pm 

導師：歐陽凱琳女士 ＜自由教育工作者，專職從事「家庭教育」和「生命教育」。現

正於大學進修「教育學博士」，研究「親職生涯」(parenting)。＞ 

收費:500 元一個家庭 

報名：與區牧聯絡。 

 501 事工報告 (崇拜)  

4. 2 月 4 日晚堂崇拜後晚上 8 時於禮堂舉行為教會禱告的祈禱會，鼓勵會眾留步參與。 

5. 本年度第一次敬拜恩膏會將於 2 月 25 日週六崇拜及 26 日午堂舉行，誠邀所有肢體

參與，一同領受從上而來的能力，叫我們更有力侍主侍人，過合乎主心意的生活，

活出基督樣式。 



6. 2017 年 2-6 月份晚堂及早堂崇拜司職輪值表已張貼於禮堂外壁報板上，請自行查閱

並預備心靈事奉上主。 

會外消息  

7.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第六屆校友校董選舉>>將於 2017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二

時，在三樓視藝室進行。所有在選舉日當天年滿 18 歲之校友均符合資格投票，請各

位校友出席投票。 

下週事奉人員  

事奉崗位 週六崇拜 早堂崇拜 午堂崇拜 

司事主管： 楊宛苹 曾偉卓 盧展程 

招待組隊長： / 伍俊威 / 

歡迎隊： Fit 陳卓兒組 
黃澤曦、陳琬渝、 
周晉傑、吳凱穎 

嘉賓登記員： 林良鋒、黃迦朗 歐陽蔚雯 
林子君、聶楚頤、 

馬珍媚 

電腦點到員： 
巫振禾、何頴恒、 

梁芷晴 
何淑媚 

林潔瑩、陳詩雅、 
林家進 

電腦投影員： 何智恆、李信論 蘇梓侖 簡志生、李嘉偉 

司捐員： 黃佩芬、麥愛 陳楚卿、周柳群 黃澤曦、陳琬渝 

司捐協助員： 
魏美滿、雷佩儀、 

蔡綺雲 
鄭來興、鄧煥蓮 

周晉傑、吳凱穎、 
卓韻婷 

崇拜直播員： / 歐陽振強 / 

奉獻數點員： / 陳卓兒、陳楚卿 / 
  

 聚會 聚會時間 上週崇拜出席 上週奉獻金 

主 

日 

早堂崇拜 * 上午十一時正 155 人 各堂崇拜奉獻： $2,307.50 

午堂崇拜 *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合堂崇拜 少青崇拜奉獻： $0 

兒童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7 人 兒童崇拜奉獻： $2.00 

週 

六 

AWANA 兒童天地 晚上六時三十分 

合堂崇拜 

納什一： $43,804.00 

小學至中一生崇拜 下午二時正 其他奉獻： $2,290.00 

初中至高中生崇拜 下午四時正   

週六崇拜 * 晚上六時三十分   

 * 每月第一週為聖餐崇拜  總數： 162 人 總數： $48,403.50 

 



《共渡好年頭》 
年年有「餘」，年年有「魚」，年年有「愉」，年年有「漁」。 

基督教信仰是將惟虛的祝福，推進到惟實的地步，經歷上帝的真福。 

 做一個年年有「餘」的基督徒 

「他必居高處，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堅壘，他的糧必不缺乏，他的水必

不斷絕。」《以賽亞書》33：16 

「糧不缺乏、水不斷絕」，代表「豐盛」，豐盛就會「有餘」！ 

 做一個年年有「魚」的基督徒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馬太福

音》4：19 

復和的福音，最能修補各種關係。 

 做一個年年有「愉」的基督徒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立比書》4：4 

「愉」是「愉快」、「歡愉」。「靠主」不是靠人道而是靠天道。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詩篇》37：5 

 做一個年年有「漁」的基督徒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

他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又看見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兒

子雅各，和他兄弟約翰，同他們的父親西庇太在船上補網。…」《馬

太福音》4：18-22 

「他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 
《路加福音》5：2 

作年年有「漁」的基督徒，就要做好漁夫的工作： 

（1）洗網，（2）補網，（3）撒網。 

反思問題 

  「春為一年之始、主為萬事之源」，農曆新年之始，在靈性生命成

長上有何計劃？試從四個方向「餘」、「魚」、「愉」、「漁」 分享

之。 

  今日的信息，那個地方最觸動？你會怎樣回應？ 

  試分享洗網、補網、撒網，那方面是你要優先處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