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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死、同活、同榮

黃寶玲傳道

這幾天的假期，是記念主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釘身十架、受死、埋葬、復
活的日子！主日正是七日的第一日(可 16:9)，就是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一天。
「復活」正代表着必須先有死，才會發生的一回事。在世上人人都有一死，
從聖經我們得知，死是從罪而來，罪的工價乃是死。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在
十字架上，付上這死的工價。讓我們這些信的人，毋須等到肉體死亡的一天，
已經可以先與基督「同死」，「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
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這樣，你們向
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羅 6:6-7、11)。舊人中帶着「罪」這不好的東西，
應當「去死」。
「復活」就是在已死的身上，得着新的生命氣息，可以再活一次。與基督生
命相連的人，有一同的死，就得着這一同的活。「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也
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林前 6:14)、「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弗 2:5）。這新的生命氣息，就是與耶穌
基督一樣的永生。
「復活」後的主在升天之前，多次向門徒顯現、當中與他們有接觸、交談、
吃喝等等。顯明這新生命是大有能力的，主同時將最重要的大使命託付有生
命的信徒，見證這奇妙的生命力，「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
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 1:8)。在當時看，這似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但從第一世紀到如今，豈
不是已經見證到這奇妙的能力嗎？今天得了這奇妙復活生命的我們，不怕為
主付代價，因為「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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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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福音聚會暫停〕
家事報告

1.〔聚會及抗疫措施〕因應政府由 4 月 21 日起恢復宗教場所舉行聚
會，屯門堂將由 5 月 1 日起，回復主日崇拜實體聚會，並以 zoom
同步直播。各團契回復實體聚會日期，則由各團契職員會決定後再
公布。兒童級崇拜暫仍以 zoom 進行。兒崇與幼稚級崇拜的實體聚
會復會日期，容後公布。根據政府規定，所有進入宗教場所人士須
遵照「進入宗教處所的規定及限制」，即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及提供「疫苗通行證」。如肢體有查詢，請聯絡本堂同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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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何桂榮

感恩基督受死復活

廖玉珍、彭玉貞

27/4

樊景文

摩西團契

曾玉冰、倪春

(一)祈禱會主題：福音與差傳

日期：6/4

出席：23人

詩歌：【立志擺上】
經文：馬太福音 28:18-20、9:35-38; 使徒行傳 1:8
(二)祈禱重點：
1.活出美好的基督徒見證，散發主的香氣
2.立志為主擺上，進入人群，傳揚福音
3.立志為主擴闊視野，拓展主的領域
4.願主賜下勇氣，聽候主的差遣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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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Zoom 主日學
主題：《哥林多後書》生命的事奉 (共十課)
導師：樊景文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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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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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團契聚會
23/4 (六) 10:00早

摩西團－長者

為我捨己

7/5 (六) 04:00午

以諾團－已婚、在職

讀經樂

23/4 (六) 04:30午

尼希米團－青成、在職

施行豁免蒙神賜福

23/4 (六) 02:30午

約書亞團－青成、在職

查經(太 4 章)王的得勝工作

24/4 (日) 12:00午

提摩太團－大專、職青

主耶穌的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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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記錄

支票抬頭：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4-10 日)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十 一 奉 獻 /常 費

感恩

48557

6100 49370

1500 49517

48558

7000 49371

1400

49369

1800 49377

2250 49521

財政簡報 2021 年 10 月
收奉獻 : 75 封
慈惠基金
奉獻收入 $164,567.00 收入
支出
$155,008.42 支出
本月不敷
本月結存

$9,558.58 承上月結存

其他代收 :
小太陽事工

愛心代轉

累積結存
$5,972.00
$1,000.00

2200 49518

宣教

49521

1000

奉 獻 總 額

2500

26,250.00

500

財政簡報 2021 年 11 月
收奉獻 : 51 封
慈惠基金
$97,807.00 收入
$0.00 奉獻收入
$157,081.00 支出
$500.00 支出
本月結存
($500.00)
$91,319.30 本月不敷

($59,274.00) 承上月結存 $90,819.30

$90,819.30 其他代收 :
小太陽事工

愛心代轉

$0.00
$0.00
$0.00

累積結存
$3,988.00
$1,400.00

$90,8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