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大綱                   曹錦能傳道 

講題：活在平行時空中 

經文：哈巴谷書 3章 16-19節 

 

大綱 

哈巴谷書的信息:  

 

 

(一) 面對 _ _  - 活在 _ _ 中 

 

 

 

 

(二) 面對 _ _  - 活在 _ _ 中 

 

 

 

 

(三) 面對 _ _  - 活在 _ _ 中 

 

 

 

 

問題討論 

1. 你對社會的現況有否不滿? 你有無一些長期的負擔要面對? 這些長

期的困擾是否仍在你每天的禱告中? 

2. 你是否一個有耐性的人? 天氣不似預期是否會令你抓狂? 如何對未

來保持信心? 

3. 每次參加崇拜前與崇拜後會不會改變你的心情?  有上帝同在的時

空為你帶來什麼不同? 

4. 長期抗爭需要做好預備，求主加力給我們喜樂地過每一天。 
  

2019年 1月 26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 活在平行時空中 
講員．．．．．．． 曹錦能傳道 
經文．．．．．．． 哈 3:16-19 
主席． 伍惠香姊妹、黃潔萍姊妹 
司琴．．．．．．． 陳淑瑛姊妹 
 
青年崇拜～～～～下午六時正 
講題．．． 約書亞記選讀(1)： 
 身處不確定之中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書 1:1-11 
主席．．．．．．． 張芷羚姊妹 
敬拜隊．．．．．．．． Shema 
 

2019年 1月 27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約書亞記選讀(1)： 
 身處不確定之中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書 1:1-11 
主席．．．．．．． 黃洪珠姊妹 
司琴．．．．．．． 談敏儀姊妹 
敬拜隊．．．．．．． 頌恩詩班 
獻詩．．．．．．．． 頌恩詩班 
 

2019年 1月 30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 活在平行時空中 
講員．．．．．．． 曹錦能傳道 
經文．．．．．．． 哈 3:16-19 
主席．．．．．．． 鄧惠玲傳道 
司琴．．．．．．． 巫梓傑弟兄 

2019年 1月 27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張美玲姊妹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非拉鐵非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哈 3:16-19．． 曹錦能傳道 
講道．．．．．活在平行時空中．．．．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余劍雲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Miracle 
主席：簡民基牧師 敬拜隊：加百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簡民基牧師 
讀經．．．．．．哈 3:16-19．． 簡民基牧師 
講道．．．．．活在平行時空中．．．．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簡民基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Miracle 
主席：簡民基牧師 敬拜隊：加百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簡民基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簡民基牧師 
讀經．．．．．．哈 3:16-19．． 簡民基牧師 
講道．．．．．活在平行時空中．．．．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簡民基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廖曉恩姊妹 
主席：李懷蓉傳道 敬拜隊：麥子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李懷蓉傳道 
讀經．．．．．．哈 3:16-19．． 李懷蓉傳道 
講道．．．．．活在平行時空中．．．．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祝宗麒牧師 



 

家事分享 

1. 2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 2:00-4:30 舉行宣教士分享會，是日有梁
志韜牧師夫婦、熊文傑牧師夫婦及羅見好宣教士分享年來的經歷，
並為他們獻上禱告，歡迎信徒出席。 

2. 2月的查經資料已預備好，請各小組按需要到小組信箱索取，及自
行調教至合適小組用。 

3. 因應地下花園污水渠日久損耗並滲漏，需要重新鋪設新的喉管，由
1 月 26 日起將安排機器放置花園，另 1 月 28 日起開始掘地等工
程，工程進行期間將暫停開放花園，唯洗手間仍可使用，不便處請
見諒。 

4. 水禮申請表請在 2月 28日或之前交回教會辦公室，以便安排約見。 
 

農曆年期間教會開放時間: 

日期 活動 
2月 4日(星期一)  
年三十晚 

下午 3時辦公室暫停辦公，教會一切活動
暫停 

2月 5-7日(星期二至四) 
(年初一至初三) 

一切活動暫停，2月 6日周三晚崇拜暫停 

2月 8日(星期五) 本堂照常開放 

 

專題講座 

講員: 宋軍博士(中國神學院講師) 
內容: 中國最新宗教政策(普通話主講，粵語翻譯) 
日期: 2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 8:00-9:30 
對象: 本堂信徒 

報名: 請到地下壁報板報名 
講員介紹: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及中國神學研究院哲學博士。 

宋博士專研中國民間宗教、中國教會歷史，曾任職中國人民
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任中國神
學研究院助理教授，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安息禮拜公告 

蕭黃桂芳姊妹已安息主懷，並於 1 月 31 日(四)晚上在世界殯儀館設靈

守夜，翌日 2 月 1 日(五)早上 10:3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黃姊妹或其
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溫馨提示 

1. 鑑於有不少本堂會眾不清楚本堂會友的意思，本堂會友是指在本堂
接受洗禮加入本堂，或是轉會到本堂成為會友的信徒。我們鼓勵經
常出席本堂聚會之信徒能正式成為本堂會友，以便能安排更適切的
牧養。 

2. 本堂長木椅椅背位置請勿用作懸掛物件(包括勾掛手袋、雜物等)，
因維修費用昂貴，每張損毀都要付上數千元之維修。 

3. 凡借用本堂場地的小組，若該次停止聚會，務必通知辦公室幹事。
另亦請各小組負責人將聚會出席人數填上地下壁報板之小組出席
表，以便統計小組出席情況。 

4. 主日早堂崇拜 10:45-12:30 時段 3 樓外室為方便家長參與崇拜/信仰
班設有照顧幼童服務，惟家長必須將姓名及聯絡電話寫下，以方便幼
童有需要時可以聯絡上，若未能提供聯絡電話，恕未能提供照顧孩子
服侍。此外，家長亦可使用三樓外室靠牆的房間自行照顧孩童。 

  
《讀書好・組》2019 

看書很困難？ 是的，有點難…… 

然而，閱讀有助……降血壓、加強記憶、建立同理心和想像力！ 

一群人，開心輕鬆啃書……試一本，何妨？ 

中央圖書館現試辦讀書會，盼望能陪您閱讀。 

聚會時間：3、5、7、9、11月的第三主日，早上 10:30-12:30 
聚會地點：教會停車場圖書角 

選書： 
3月 17日  《寫給你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陳韋安 
5月 19日  《出走》孟若 

7月 21日  《莎拉的鑰匙》德羅妮 
9月 15日  《有信仰的人》凌性傑 
11月 17日    盧雲系列（待定） 

查詢、報名，請聯絡Carrie黃家怡姊妹 (電郵: xtypeArep999@gmail.com) 

 

兩年讀完聖經 

為鼓勵會眾讀經，每天讀 2 章聖經，務求 2 年內讀完全本聖經一次，
此外，此計劃歡迎隨時中途加入，所需時間會順延。 

2月: 讀 門(1)、雅(1-5)、利(1-27)、詩(11-20)、歌(1-8)，每天兩章，
會眾亦可以自行提早開始，讀經進度表可在玻璃檯或一樓梯間索取。 

mailto:xtypeArep999@gmail.com


 
 

2019親親大自然 
秋高氣爽好行山 

 
2月行程：虎地路屯門徑之旅 
 

行程特點：由嶺南大學門口向虎地進發，沿途飽覽屯門市鎮發展新貌，

經過一輪上山後會途經虎地燒烤場可以停下來稍為歇息。之

後，走下山谷，再向屯門徑前行，山路糾峭諸山伴行，七色

橋的出現讓人倍覺人生充滿了豐富色彩，就這樣不知不覺間

就走完了整個行程，最後在屯門華都商場對面解散。有興趣

可以自行前往華都商場午餐，或乘車離開。 

行山日期：23/2/2019(星期六) 

集合時間：早上 9:30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嶺南大學門口 

活動時間：全程約 8 公里，上午 9:30-下午 12:00 

(行程需時 2.5-3小時，會安排有休息時間） 

難度級別：3.5-4 星(5 星為最難。沿途均為上下斜坡及梯級，有膝患

及坐骨神經痛者不宜參加) 

參加對象：1.年齡 18-65 歲(不在此年齡範圍者，行山組會酌情考慮） 

    2.邀請未信主朋友的肢體及仍未有小組的信徒優先考慮 

參加人數：20人(額滿即止。參加者報名後接到通知報名才算接納) 

報名費用：每人港幣 50元（是日出席時可退回，缺席者費用撥作行山

組行政費） 

負責領隊：王華杰弟兄 王裕萍執事  李錦興弟兄 

報名方法：請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截止報名：10/2/2019(主日) 

簡介會：17/2/2019(主日)下午 1時，六樓天倫閣(行程簡介會的目的，

是保障參加者的安全，及讓參加者預先瞭解行程資訊。)未能

出席者將不接納報名，如有疑問可直接向周國蘭傳道查詢：

2339 3079 

 

福音栽培部 

2018 年物資收集及金錢捐獻報告 

衷心多謝各位在 2018年捐贈了以下的物資和金錢： 

2、3月份新春 
糧油食品收集 

米（5公斤）              10包 
通心粉                3箱 
糧油食品 (包括罐頭、麥片、食油、米粉、  6箱 
    麵食、公仔麵、冬菇、牙膏、 
    糖果、餅乾等） 

2、3月份新春 
利是錢捐獻 

款項撥歸教會「關懷貧窮人事工」      
$9,260.00 

印花禮品 「頂級廚師」廚具印花共 787個，換領了以下禮品： 
 2個 28厘米炒鍋（240印花 x2） 
 2個 16厘米單柄鍋（140印花 x2） 
「Nutrifesh」廚具用品印花 487個，換領了以下禮
品： 
 2個冷熱保溫瓶（140印花 x2） 

 1個電動攪拌機（200印花 x1） 

其他物資 小禮物、儲蓄錢箱、羽毛球拍及羽毛球、  18袋/箱 
乒乓波拍及乒乓波、玩具、小擺設、 
文具、日記簿、顏色筆 …… 

備註： 
 
 

物資方面： 
1. 送予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之「愛心糧倉」物資轉

贈服務再轉送給有需要的群體，合作教會/機
構包括： 

愛鄰舍聚會點（慈黃區） 
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九龍堂） 

2. 送予白田福音中心的街坊和會眾。 
3. 用於福音事工上的用途。 

利是錢： 
款項撥歸教會「關懷貧窮人事工」以幫助有需要的群
體，例如派飯、學生補習、關懷探訪等。 

為到我們能一起參與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及同心見證神的慈愛

獻上感恩！願厚賜百物的神親自報答你們，並賜福你們每一個。 
如有物資捐獻或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