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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誡命．回應使命 目的導向．均衡發展 
救恩靈恩．雙面見證 健康成長．榮神益人 

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本週崇拜背經：「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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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加力傳道 

在較早前，有幸地參與了兩個地方的外展探訪服

事，分別是護老院及補習社，他們同樣有共通之

處，渴望我們再次到訪他們。兩次的外展團隊內

有部分成員是第一次參與這種形式的服事。雖然

程序只是破冰、詩歌、信息分享、代禱及贈送小

禮物等，但對服事者及被服事者來說卻別具意

義。對於服事者而言，他們會容易反思個人的生

命，經過這樣的外展，服事者願意繼續參與往後

的外展服事。年少的成員在參與補習社的服事之

後，因參與度多了，對服事會有新的領受。而對

於被服事者，他們感受到被關顧的喜樂，期望我

們的團隊再次到訪。 

教會內有不同平台的外展服事供大家參與，例

如：社區外展探訪、院舍探訪、「共融日」外展

行動、國內的探訪，及將舉辦的醫院外展佈道等

等，實在需要弟兄姊妹更多的參與。若我們回到

起初，聖經是如何看「外展」呢？耶穌基督當時

教導門徒這樣的原則：「1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

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病

症。……5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

『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馬利亞人的城，

你們不要進；6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

去。7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8醫治病人，

叫死人復活，叫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

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9腰袋裏不

要帶金銀銅錢；10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

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柺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

當的。11你們無論進哪一城，哪一村，要打聽那

裏誰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時候。12

進他家裏去，要請他的安。13那家若配得平安，

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若不配得，你們

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馬太福音10:1,5-13） 

傳福音要有果效，關鍵不是技巧、方法，而是禱

告，藉著禱告求神來成就。要帶領一個人信主，

是要人從黑暗進入到光明，因此禱告成為很重要

的關鍵。另一方面，在傳福音的時候，要去到人

的家中探訪他們，接受他們的水，接受他們的食

物，大家一起坐下來吃飯聊天，進入團契，在吃

喝團契中打破人際之間的隔膜。不是一見面就與

人分享福音及見證，而是透過祝福的禱告以及彼

此的團契，為隨後的見證分享作好準備，當禱告

之後，我們可以抓住機會，按照當時的情況，分

享合適的見證與信息。 

在外展、傳福音的事情上，禱告佔了一個相當關

鍵的作用！要讓人的生命改變，不是我們的工

作，而是神自己的作為；不是我們要說甚麼，而

是我們要聽從神的教導要說甚麼！因此，弟兄姊

妹，願我們單單跟隨神，成為神使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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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大綱 

講題：盲點、論斷 

經文：馬太福音7:1-5 

 

「1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 2 因為你

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

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3 為甚麼看見你

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4 你自

己眼中有樑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

的刺』呢？ 5 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

的樑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

刺。」 

 

一‧別人的剌 

 

 

 

二‧自己的樑木 

 

 

 

三‧神的量器 

主日崇拜程序 4月21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鄧美瓊傳道  講員：周財勝牧師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128 耶和華喜樂靈 
    208 盡心盡性 
    353 聖靈請你來 
    62  如鹿切慕溪水 
 證道 盲點、論斷 
 聖餐 43  因祂活著 
 奉獻 9  在主裡的活潑盼望 
 禱告 
 報告 

歷史創造者特會聯合崇拜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顧友三執事  講員：特會講員 

聖餐：周財勝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41  主我高舉祢的名 
    374 將天敞開 
    436 我的主祢是配得 
       充滿榮耀 
    32  我們在天上的父 
 聖餐 43  因祂活著 
 奉獻 200 感恩 
 禱告 
 報告 
 證道  

★值日小組：比撒列、橄欖 

★聚會期間，為免騷擾，務請： 
 關掉隨身物品的響鬧功能，請勿接聽 

「耶穌被出賣， 

是為我們的過犯； 

祂復活， 

是為使我們稱義。」 
 

【羅馬書4:25‧和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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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加利利、提比哩亞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月禱會 

恩典團 

少年團 

無花果 

類別 

成人 

會眾 

女士 

會眾 

長者 

少年 

女士 

 日期 

21/4(主日) 

23/4(二) 

25/4(四) 

26/4(五) 

27/4(六) 

27/4(六) 

28/4(主日) 

 時間 

 3:00pm 

 6:30pm 

10:00am 

 7:00pm 

10:30am 

 2:30pm 

 2:30pm 

 地點 

新光(特會)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ＡＢ房 

小
組
、
團
契
、
禱
告
會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4月27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周財勝牧師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蔡健成弟兄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曾嘉愉弟兄 

4月28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周財勝牧師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蔡健成弟兄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胡伍妹姊妹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何國偉執事 

聖餐   何國偉執事 

領詩   周加力傳道 

和唱   蔡健成弟兄 

     陳詠童姊妹 

琴    曾加樂弟兄 

結他   羅浩然弟兄 

     周加力傳道 

低音結他 曾昭群執事 

鼓    邱國騰弟兄 

音響   袁漢強弟兄 

     楊揚根弟兄 

放映   吳浩章弟兄 

攝錄   黃安華弟兄 

司事   梁寶瑛姊妹 

聖餐襄禮 陳麗雲姊妹 

     曾少英姊妹 

     王政國弟兄 

     黃鼎康弟兄 

總務   顧海修弟兄 

值日小組 加利利 

     生命樹 

接待   蔡信英姊妹 

     陳笑珍姊妹 

迎新   黃軒妮姊妹 

     李淑平姊妹 

守望禱告 鍾國威執事 

福音查經 鄭玉卿姊妹 

值日同工 蘇惠蘭傳道 

（六）母親節福音主日崇拜暨懇親餐會：歡迎各位邀請親友參加，

聽見證和福音，藉此送給親友一份屬靈的母親節禮物。 

 地點：紅磡黃埔花園第八期博藝會４Ｍ樓宴會廳（黃埔港鐵站) 

 時間：5月12日（主日）上午10:30至下午2:00 

 午宴餐費：每位$100； 

      所有母親、本會65歲或以上長者：$50； 

      三歲以下小孩不佔座位：免費。 

 出席午宴需報名：尚餘少量餐位，報名從速，付款作實，5月3日

截止；請與鄧婉儀、任圃賢、高小菁或何艷明姊妹聯絡。 

 註：弟兄姊妹可奉獻或認購午宴餐位，由教牧轉贈予有需要資助

餐費的弟兄姊妹，共享主恩。 

   （一）十分之一奉獻：為方便數點的工

作，請弟兄姊妹將收據及舊記錄卡自行保留，

勿留於奉獻封內，並於新記錄卡填上姓名。 

（七）１０１—加入教會課程：請凡已信主並決定在5月19

日（主日）受洗，或已受洗並決定加入本會作會友，請向

教牧報名。時間：4月28日及5月5日（主日）下午2-4時。 

    地點：和富8樓 

（五）上山通宵禱告：鼓勵各位踴躍報名，同心禱告。 

 時間：4月30日（下週二）晚上12:00至翌日清晨5:00 

 地點：青衣回歸紀念徑 

 集合：晚上10:30於和富8樓（10:45出發） 

    晚上11:30於長宏邨巴士總站步行上山 

 報名：請於接待處登記或聯絡教牧，以便預備跪墊等物

資及出入和富商業大廈的安排。 

 註：請按個人需要帶備飲品、外套、防蚊及照明用品。 

（二）禁食週暨月禱會：4月21-27日（本週）定 

為禁食週，鼓勵弟兄姊妹自選時間參與禁食，並參加

4月26日（本週五）晚上7-9時於和富舉行的月禱會。 

（三）復活聯合生活體驗營：少年團與小跳豆學習中心合辦

營會，4月24-26日（本週三至五）在賽馬會銀礦灣營舉行。 

（四）第四屆紅色〈門徒〉課程：4月27-28日（本週

六至主日）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舉行畢業營，並於營

內進行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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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住 的 禱 告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恆切。」（羅馬書12:12）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陳錦雄、陳潔儀 

崇拜奉獻： 

什一奉獻： 

母親節餐會奉獻 

$3,336.00 

$65,631.28 

$500.00 

兒童主日學：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主日守望早禱： 

週二晚禱告： 

4 

32 

8 

8 

上週主日學、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背誦經文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祂的

腳下。」（哥林多前書15:25） 

上週奉獻總金額：$69,467.28 

教會禱告祭壇：願主垂聽教會同心的禱告，求聖靈臨在

充滿每位在禱告中傾心吐意的弟兄姊妹。求主興起弟兄

姊妹成為禱告的屬靈勇士，有充足的智慧按神的心意為

世人代禱代求。 

歷史創造者特會：感謝主差遣祂的僕人們帶來屬靈的祝

福，願主報答他們。求聖靈繼續復興弟兄姊妹，得著能

力為主作見證，為主發光。 

少年復活聯合營會：求主祝福4月24-26日的營會平安順

利，參加者有美好的相交，在信仰上得著造就和進深。 

紅色〈門徒〉課程畢業營：求主賜智慧和精神給學員與

導師為營會作好備課工作。求主保守畢業營平安順利。 

母親節福音主日暨懇親餐會：求主祝福籌備工作和弟兄

姊妹邀請順利，求聖靈感動親友赴會，讓他們得聽福

音，早日信主得救，得永生盼望。 

弟兄姊妹：求主繼續施恩和賜平安給留院及

接受治療中的弟兄姊妹、慕道者及親友，保

守他們在病患中不灰心，靠主充滿信心和盼

望。又求主釋放心靈有疾病或被捆綁的得著

全人醫治，心靈復甦，見證主大能。 

慕道者：求聖靈感動慕道者放下疑慮，作人

生最重要的抉擇，早日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一生以主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 

本週生日會友 
 

23/4 鄧婉儀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弟兄姊妹： 21 12 113 

慕道/來賓： - - 1 

各堂人數： 21 12 114 

本週聖經問題：請於接待處索取答題紙，填寫後投入收集箱； 

或於下面填上姓名及答案，以手機拍下本欄，發送致門訓部的專用

whatsapp（號碼：66088604）。   姓名：___＿＿____________ 

6-1. 我們能得救，並不是出於行為，而是本乎恩和因著信？ 

(a)□ 是  (b)□ 非 

6-2. 半夜，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監牢裏禱告唱詩讚美神，忽然地大

震動，監門全開，但保羅和西拉沒有逃走，並向禁卒講主的

道，禁卒和他全家因此信了主？ (a)□ 是  (b)□ 非 

本週讀經 

４月２１—２７日 
 

哥林多前書15:20-28、 

以弗所書2:1-11、 

使徒行傳15:36-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