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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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腓立比書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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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及主日學地點：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69-471號新光商業大廈15樓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近日疫情放緩，本地確診人數大減，甚且有數日不

明源頭的確診人數為零，香港政府因而放寬了防疫

措施，其中也放鬆了宗教活動的限制。故此，教會

於週六（四月十日）開始恢復實體聚會，無論是小

組、團契、崇拜，都可以回到教會聚會了。唯是聚

會人數，則須限制在場地可容人數的百份之三十，

以致大家未能全部可以聚首一堂。但無論如何，教

會停了四個多月的實體聚會，確可以恢復了，這是

大家所期待的。 

由於聚會人數有所限制，故此三堂的崇拜就需要弟

兄姊妹在網上報名，再由同工們安排分配，免得聚

會人數超出措施所限，以觸犯防疫法例。按教會三

堂地方的限制，縱然全部合計都未能滿足教會所有

的會友，故此，教牧仍保留網上崇拜，將週六晚堂

的崇拜聚會在網上直播，並將之保留至主日下午，

供未能出席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在網絡上參與。為

此，一些未能被安排出席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請

在網絡上參與崇拜，並接納有關的安排，這實是非

不得已，請大家包容。 

由於疫情未過，教會實體崇拜中，仍請弟兄姊妹遵

守有關的防疫措施： 

1. 出入會場可掃描安心出行或可登記有關的資料。 

2. 進入會場前要探熱及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3. 保持社交距離及避免握手問安。 

4. 聚會全程必須戴上口罩及期間不得進食（宗教活

動—領聖餐除外）。 

5. 如有病徵請盡快睇醫生，並前往檢測，確定結果

為陰性後，可恢復參加聚會。 

6. 若是被定為緊密接觸者或曾接觸確診者，請自我

隔離14天。 

弟兄姊妹，因過去多月來的疫情，我們祇能在網上

聚會，小組和團契也都被逼取消了，肢體之間的關

係也確是疏離了。如今我們可以有限度的恢復聚

會，期望大家都能珍惜，並好好的在每次的聚會中

享受。 

上月，政府已推行疫苗的免費注射，有望疫情能早

日被控，社會上一切的活動可以回復從前。祇是有

市民因恐防注射疫苗的反應而有所卻步。但無論如

何，我們都將現時的疫情透過禱告交託給天父上

帝，願天父看顧香港、保護香港，使我們所居住的

社區，蒙神所保守，能早日恢復過往的安定，我們

在其中也得平安。 

教會現推行65天的連鎖禁食，也每天透過禱文一起

同心禱告。過去兩個星期，在弟兄姊妹的禱文中都

提到為香港的疫情代禱，深信神已垂聽。願天父上

帝與我們同在，更願神祝福教會所有的弟兄姊妹，

也祝福我們的社區、祝福我們所處的香港。阿們。 

「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

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着得平安。」（耶利米書

29:7） 

 周財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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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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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崇拜程序 4月10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蘇惠蘭傳道  證道：周加力傳道 

聖餐：蘇惠蘭傳道  領詩：蔡健成弟兄 

 禱告 
 唱詩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18  因祢的慈愛 
    17  一切歌頌 
    46  從深處向祢禱告 
    348 恩典之路 
 證道 謙卑 
 聖餐 243 感謝我的救主 
 奉獻 118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禱告、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4月11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周財勝牧師  證道：周加力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蔡健成弟兄 

 禱告、背經 
 唱詩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18  因祢的慈愛 
    17  一切歌頌 
    46  從深處向祢禱告 
    348 恩典之路 
 證道 謙卑 
 聖餐 177 若有人在基督裡 
 奉獻 48  祢以恩典 
 禱告 
 報告 
 禱告、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陳永佳傳道  證道：周加力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伍永嫦姊妹 

 禱告 
 唱詩 427 君王就在這裡 
    24  來高聲唱 
    222 揚聲歡呼 
    447 祢的恩典夠我用 
 證道 謙卑 
 聖餐 254 尋求祢的面 
 奉獻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禱告、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謙卑 

經文：腓立比書2:1-15 

 

 



 名稱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迦拿、葡萄樹、生命樹 

比撒列 

恩典團 

少年團 

加利利、提比哩亞 

類別 

會眾 

姊妹 

成人 

弟兄 

長者 

少年 

成人 

 日期 

13/4(二) 

15/4(四) 

15/4(四) 

16/4(五) 

17/4(六) 

17/4(六) 

18/4(日) 

 時間 

  6:30pm 

 10:30am 

  7:00pm 

  7:00pm 

 10:30am 

  2:30pm 

  2:00pm 

地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3 

小組 

團契 

禱告

會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4月17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正〕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   陳永佳傳道 

聖餐   陳永佳傳道 

領詩   周加力傳道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王政國弟兄 

直播   鄧美瓊傳道 

4月18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   鄧美瓊傳道 

聖餐   鄧美瓊傳道 

領詩   周加力傳道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楊建鳳姊妹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   陳永基執事 

聖餐   陳永基執事 

領詩   周加力傳道 

和唱   蔡健成弟兄 

     鄭玉卿姊妹 

結他   曾昭群執事 

     周加力傳道 

貝斯   何兆勤執事 

音響   袁漢強弟兄 

     楊揚根弟兄 

放映   吳浩文弟兄 

司事   梅偉明執事 

聖餐襄禮 曾少英姊妹 

     鄧婉儀姊妹 

     陳秀梅姊妹 

     吳麗嬋姊妹 

總務   阮志強弟兄 

值日小組 比撒列 

     橄欖 

接待   黃瑞蓮姊妹 

     黃綺薇姊妹 

讀經   顅海恩姊妹 

值日同工 蘇惠蘭傳道 

   （一）「燃點65」會慶６５天連鎖禁食： 

由3月28日至5月31日共65天，鼓勵弟兄姊妹按力

量，自選日子，同心禁食，盼望每天都有弟兄姊

妹參加，以達到連鎖禁食和彼此鼓勵同心的目

標，願主察看和悅納眾人的擺上。 

 本週（4月11日-17日）為慕道者及弟兄姊妹的未信的

家人禱告。 

 教會每天用whatsapp將禱文發給弟兄姊妹供一起禱

告。弟兄姊妹亦可以在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

修」收聽弟兄姊妹的禱告。如有問題，請聯絡教牧。 

（二）崇拜安排：按新訂條例，宗教聚會獲豁免限聚

令，但需將參與者人數限制在不多於崇拜地點通常可容

納的人數的30%。 

 各堂崇拜、禱告會、小組及團契已恢復在教會場地舉

行。但兒童主日學仍然暫停。由於下週崇拜的人數仍

受限制，故此請弟兄姊妹務必預先報名留位，選擇可

參與崇拜的次序，教會將盡量安排並通知留位結果。 

 報名方法：教會於本主日下午1:00以whatsapp將報名

的連結供弟兄姊妹透過手機或電腦報名，下午2:00開

始接受報名。 

 限聚令期間，仍於Facebook群組：「HKTC網上崇拜」

直播週六晚堂崇拜（存放至翌日的主日下午），讓暫

時因疫情影響而不方便回教會崇拜的會友可參與網上

崇拜。請參加網上崇拜的會友回教會取二合一聖餐。 

 第一早堂暫改於和富8樓舉行，以增加可參與的人數 

 請留意「教會防疫指引」，如有疑難，請聯絡教牧。 

登記本週參與人數 

（於4月10日更新） 

（三）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月禱會，一

起獻祭，同心祈禱，為教會及這世代守望。 

  時間：4月23日（週五）晚上7-9時 

  地點：和富8樓 

4月11日(日)：3   4月15日(四)：3 

4月12日(一)：6   4月16日(五)：2 

4月13日(二)：6   4月17日(六)：2 

4月14日(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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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住 的 禱 告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

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18）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2,520.00 

$44,056.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9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求祢使我所怕的羞辱遠離我， 

因祢的典章本為美。」（詩篇119:39） 

上週奉獻總金額：$46,576.00 

本週生日會友 
 

13/4 梁彩娣  

本週聖經問題 
請填上姓名及答案，手機拍下本

欄，發致門訓部（ＷhatsＡpp：

66088604），或於接待處索取答題

紙，填寫後投入收集箱。 

姓名：___＿＿＿＿＿＿____ 

選擇題。試選出正確的答案，並在

□中劃上。(答案或會多於一個) 

7-1.以下哪些恩賜出現過在哥林多

前書第12章中？ 

 □ 智慧的言語 □ 知識的言語 

 □ 信心  □ 醫病 □ 行異能 

 □ 辨別諸靈   

7-2.哥林多前書第13章講到，愛

是？    □ 恆久忍耐 

 □ 不求自己的益處 

 □ 不輕易發怒    □ 永不止息 

上週網上主日崇拜參加總人數：145 

週六晚堂： 

主日第一早堂： 

主日第二早堂： 

36 

37 

72 

教會：感謝主，教會已恢復實體聚會，求主保守一切安

排順利，讓弟兄姊妹在平安環境中聚集敬拜和相交。 

 教會65天連鎖禁食在進行中，求主悅納弟兄姊妹的擺

上，保守各人在禁食中有健康的身體，靈裡滿足。 

弟兄姊妹： 

 求主安慰受情緒困擾、傷心、恐懼和患病的弟兄姊妹

及家人，釋放醫治的大能在他們的身心靈內。 

 求主保守在治療中的弟兄姊妹和家人，賜下信心，身

心靈有足夠力量面對疾病，治療有果效。 

 求主指引需要為事情或前途作抉擇的弟兄姊妹。 

比利時真道教會：比利時的疫情嚴峻，求主憐憫，止息

疫情；又祝福比利時真道教會的實體崇拜安全順利；並

保守陳牧師、師母、長執、弟兄姊妹們出入平安。 

香港：求主繼續施恩，保護各民居、食肆、學校、商

戶、公共處所，止住疫病，讓全城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求主賜智慧給政府在接種疫苗的計劃上作出明智的措

施，又讓市民忐忑惶恐的心得到平安，懂得如何抉

擇。求主保守計劃順利，除去嚴重影響，早日見效。 

 求主看顧失業人士和家庭，讓他們在尋找工作或轉行

業的前途上看見出路，生計有望。 

 求主看顧香港的政制，在執政者的心中掌權。 

為慕道者及未信的家人禱告 

經文：「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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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10:7-8） 

禱文：親愛的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福音的大愛，我們

都領受了，我們要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為要

叫人得著福音的好處。我們紀念到弟兄姊妹的

家人，和教會的慕道者，他們到教會的時間很

久了，還未願意相信祢，求天父憐憫他們，主

耶穌的救贖的恩典臨到他們，賜恩的聖靈在他

們心裏作感動的工作，好讓他們早早飽得祢的

大慈愛，讓他們進到神的永恆的國度裏，感謝

主！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的父神，奉主 

耶穌的名字禱告。阿們！ 

本週讀經 

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 

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4月11日17日 

詩篇119:33-40、哥林多前書12:1-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