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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主耶穌】美不勝收

黃寶玲傳道

1. 美哉主耶穌，宇宙萬物主宰！祂是真神，道成肉身；
我心所景仰，我靈所崇尊，是我榮耀，冠冕，歡欣。
2. 美哉是朝暉，夜月更覺美麗，繁星點點，燦爛閃耀；
耶穌更輝煌，耶穌更皎潔，光華照亮，天上人間。
這首經典詩歌是宗教改革後的作品，可能是一班新教基督徒口傳的民
歌，原詞最早出現於 1677 年的德國聖詩集"Gesangbuch, Munster" ，
至今經歷三百多年。到 1850 年由 Richard S. Will 譯成英文"Fairest
Lord Jesus" ，1933 年由劉廷芳譯為中文版【美哉主耶穌】。
詩歌將我們信仰中的核心價值，耶穌基督是萬物主宰、是真神，又是
人子的真理表明出來，因此耶穌比起地上萬有都更榮美，這是客觀的
事實。當詩人見到大自然中各種光體發 出不同的光芒，他既讚歎造物
主的奇工，也主觀地想到主耶穌比起這一切更有榮光。
敬拜頌歌第 62 首只收錄其中兩節，大多數詩集收錄四節，聖徒詩集將
第五節也譯了出來。讓我們從整首詩歌內容，從更多角度看耶穌基督，
知道祂確實全然美麗，成為我們更深的感動。
3. 青翠的草地，森林倍加美麗，全都披上彩艷春衣；
耶穌更美麗，耶穌更聖潔，能使愁心歡唱不已。
4. 所有的美麗，在天或是在地，在祢身上全都見到；
無何更光彩，無何更可愛，惟我救主，祢最高超。
5. 榮美的救主，統管萬國萬民，祂是神子又是人子；
榮耀與尊貴，頌讚與崇敬，都歸耶穌永不止息。 (歷史資料來源：聖詩史話)

疫情下特別安排［事奉人員禱告會 9:00〕
Zoom直播安排，可於聚會前10分鐘登入，安靜預備
〔擘餅9:30-9:50〕；〔主日崇拜及 兒童崇拜10:15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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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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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福音聚會暫停〕

家事報告
1.〔宣讀 2022 年 3 月份執事會會議，本月沒有議決案〕
2.〔4月平安月報〕收看連結 http://www.tmpec.org/files/2022/PEC_M202204.pdf
3.〔聚會及抗疫措施〕鑒於第五波疫情嚴峻以及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屯平
將從本年2月24日開始停止開放，直至4月20日。各聚會將以Zoom視
像形式進行。幼兒崇拜及主日福音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詳情留
意教會網頁更新通告http://www.tmpec.org/index.html
4.〔肢體交通會〕今日主日崇拜後進行，主題「讀經生活」，請弟兄姊
妹一同參與。
5.［出擊佈道-傳福音見證］因疫情影響，4月10日下午2:30-3:30改為zoom
網上分享聚會，內容有介紹傳福音工具及有肢體分享日常傳福音見
證，彼此激勵，小組禱告。
6.〔 荃區 聯合差 傳祈 禱會〕 4月 13日周 三晚 上改為 7:30-9:00 荃 區聯 合
zoom禱告會。聚會內容由荃平統籌， ”冬”現場聲音分享福音需要
及本區宣教士代禱，呼籲一同參與，禱告守望。ZOOM連結將於團
契群組發放，或聯絡同工索取。

〔Zoom祈禱會周三晚8時正〕－為神國、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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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吳寶婷

福音與差傳

--

13/4

荃區聯合差傳祈禱會 (時間晚上 7:30-9:00)

(一)祈禱會主題：讀經生活

日期：30/3

出席：23人

詩歌：【求主為我擘開你生命餅】《平安詩集 418》(3-4 節)
經文：申命記 11:18-20；希伯來書 4:12
(二)祈禱重點：
1.感恩有聖經：救了我們、有了方向
2.求主甦醒我：靈裏的胃口、靈裏的消化、化成生命動力
3.求主扶持我：成為不能或缺的習慣
4.求主開啟我：越讀越有光、越讀越滋味
(三)代禱肢體：龐靜民、陳家鏞弟兄
[靜民] 感恩：1.身體健康。2.有美好的團契和教會生活。3.工作順利。
[家鏞] 代禱：1.讓春霞可以順利回老家跟媽媽團聚，並且教懂媽媽祈禱。
2.除掉爸爸的心硬，賜下柔軟的心，讓他可以回轉歸主 。3.賜我該說的話
向同事及朋友傳福音，願他們可尋求神，認識耶穌。
(四)其他代禱：
1.天花嚴重漏水及剝落，求主讓樓上業主合作
2.男女洗手間的維修工程，需要搭棚，預備合適的天氣

Zoom團契聚會
9/4(六) 10:00早
16/4 (六) 04:00午

摩西團－長者
以諾團－已婚、在職

約瑟的一生
逾越節的羔羊

9/4 (六) 04:30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以愛相繫

9/4 (六) 04:00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互信建立

10/4 (日) 12:00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得勝見證(三)

基於疫情，奉獻記錄日期會有調整，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財務組同工。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郵寄地址：屯門青柏徑 6 號鹿苑高層地下
UG/F, Look Yuen, 6 Tsing Pak Path, Tuen Mun, NT.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奉獻記錄
(2022 年 3 月 21 至 31 日)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十 一 奉 獻 /常 費
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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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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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65

2000 49795

3500

白封

2800

49358

5300 49796

20000

宣教
49797

120

奉獻總額
92,100.00

2022 年 Zoom 主日學
主日學預告《哥林多後書》生命的事奉 (共十課)
導師：樊景文長老傳道
日期：4 月 10, 17 日；5 月 8, 15 日；6 月 12, 19 日；7 月 10, 17 日；8 月 14, 21 日
時間：中午 12:00-1:15
簡介：保羅在事奉經歷證明神的能力顯在軟弱的人身上，如同寶貝在瓦器裡。又藉
在各樣的患難經歷基督死而復活的大能。保羅勸勉現今信徒也該成為新約的執事，
完成神在我們各人的托付。
參加者請登入 google form 報名 https://bit.ly/3wdqeFZ
主題：「在盼望中活好今生」《啟示錄》研讀-忠心的得勝者 (共十五課)
導師：伍敏婉姊妹
日期：3 月 13, 27 日；4 月 10, 24 日；5 月 8,22 日；6 月 12,26 日；9 月 11,25 日；10
月 9,23 日； 11 月 13,27 日；12 月 11 日
2022 年 3 月至 12 月，每月第二、四週上課（12 月上一課，7-8 月停課）
時間：中午 12:00-1:15
主題：「基督耶穌、耶穌基督」(共十課)
導師：黃寶玲傳道
日期：1 月 16, 23 日；2 月 20 日；3 月 13、20 日；5 月 15、22 日；6 月 12、19 日
時間：下午 2:3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