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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耶穌 得勝有餘

黃寶玲傳道

「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八 37）
過去寫了多篇「有了耶穌得勝... 」系列文章，包括得勝恐懼、憂慮、困局、
失望，還有很多題目可以繼續寫下去，因為我們有了耶穌，就能用屬靈的
眼光看穿真相，不被蒙蔽，不知大家是否都已嘗過靠着主耶穌基督，使我
們得勝上述各種在生命中的不同境遇呢？若曾嘗過這滋味，就知道有耶穌
基督的救恩，於我們面對各種各樣環境是何等寶貴，不然在得勝方面就只
限於聽聽說說，於認識主耶穌這事上得不着甚麽益處及長進。
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
，這節經文可以譯
作「在這一切的事中，已經得到壓倒性的勝利」。有人認為如果沒有患難、
困苦、逼迫、危險，這才是人生勝利組，聖經卻把真相告訴我們，我們必
須身在這一切事中，才會領略靠着愛我們的主，去經歷得勝滋味。更何況
經文不是說「就能」得勝、
「將會」得勝，而是「已經」得勝，勝負已經決
定了。如果靠世界或靠自己，必定停留在苦苦爭戰或掙扎中。靠主的得勝
不是僅僅險勝，或是勝過一次就不能勝過第二次，而是綽綽有餘，不是經
歷過這一切事就筋疲力竭，反而是更得着力量再去面對，因有愛我們的主
可投靠。
這節經文的前文後理，提到沒有一樣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絶，最近常有人
因疫情被隔離，當中若是獨居或全家隔離的朋友，很需要有人肯付出愛心
去支援及幫助。人世間的愛尚且不會因隔離而隔絶，何況神大有能力，死
也不能隔絶神的愛，所以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所倚靠的就是這位愛我們
的主，他必供應我們一切所需去大大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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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開始〕
職事
擘餅/主題

(20/3)事奉人員
「取了奴僕的形像」(腓 2:7)
何桂榮

(27/3)事奉人員
「安息日的主」(太12:6-8)
樊景文

講員

樊景文

黃寶玲

主席/領詩

樊景文

黃寶玲

當值/報告

黃寶玲

樊景文

兒童崇拜

樊銘恩、麥雅慈

樊銘恩、麥雅慈

幼兒崇拜

暫停

暫停

〔 主日福音聚會暫停〕
家事報告
1.〔愛心支援包〕屯門堂已預備愛心支援包，內有獨立包裝的快速檢測包
、防疫用品、及福音刊物。可送給弟兄姊妹的確診親友或福音對象，
如有需要，請聯絡教會同工索取。教會肢體若確診，需要支援，亦可
通知長執，以便關心及代禱，並安排上述物資送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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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長執會議〕下主日下午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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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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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廖玉珍

穿上新人

徐水棠、章彩娟

30/3

黃寶玲

讀經生活

龐靜民、陳家鏞

(一)祈禱會主題：教會主日學

日期：16/3

出席：27人

詩歌：【助我進深】《教會聖詩 337》
經文：約翰福音14:21, 23-24 ; 使徒行傳 17:10 ; 歌羅西書 3:16
(二)祈禱重點：
1.求主賜給我們有一顆進深地愛主的心，愛慕神的話，更深的認識神。
2.為教會的主日學課程導師禱告，求主加添心力他們，在預備上得智慧聰明，
帶領弟兄姊妹進入真理。
3.求主在各人疫情下居家時間多了，善用時間，反思個人信仰，追求屬天的事。。
(三)代禱肢體：蔡富華、谷麗萍夫婦
感恩：1)一家平安，沒有感染疾病。2)俊諾11月心臟手術成功。3)悅恩和悅禧
在英國也安好。
代禱：1)俊諾身體盡快康復。2)兩女兒有生活智慧和學習。3)麗萍的哥哥盡快
康復。希望疫情一盡快過去。
(四)其他代禱：
恆切禱告，凡事謝恩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神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
在各樣患難中的人。」哥林多後書1:4 (新譯本)
一、記念教會…
1.再次有嚴重漏水及天花剝落，求主顧念維修並樓上業主合作。
2.在疫情有智慧與弟兄姊妹同行、與未信者分享。
二、記念社會…
1.政局動盪、影響經濟民生，可憐活在戰亂中的老百姓。
2.香港疫情嚴峻，求全權的主賜下憐憫，社會能早日恢復秩序。
3.記念醫護人員的辛勞，求主保護他們身心靈平安，得以照護病人、自己。
4.各類社區隔離設施或家中的確診者身體早日康復，心靈得醫治。
三、記念肢體…
1.有居家隔離，有親友染疫，心裏不好受，求主安慰。
2.求主在動盪的心靈中保守弟兄姊妹，加添信心，勤讀聖經。

Zoom團契聚會
26/3 (六) 10:00早
2/4 (六) 04:00午

摩西團－長者
以諾團－已婚、在職

人的指望
如何合宜彼此牧養

26/3 (六) 04:30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學習敬畏神(申十四1-29)

26/3 (六) 04:00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與神相交

27/3 (日) 12:00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此情此景(二)

本堂「奉獻年度」截數日期為 2022 年 3 月 31 日下午四時，往後所收奉獻
將撥 2022 年 4 月 1 日起計算；另外，代轉予機構及肢體的金額 不會列入
奉獻收據之內，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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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日)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十 一 奉 獻 / 常 費
感 恩
48941
49334
49355
49366
49367

1,600
1,800
7,225
1,500
3,000

49368
49644
49777
49778
白封

1,000
500
5,000
4,000
5,600

白封

4,080

宣教
49334
49367
白封

200
100
100

48706
49355
49644

500
7,225
500

49777
49779

5,000
200

奉 獻 總 額 49,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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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