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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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願祢照祢的話，使祢的慈愛，就是祢的救恩，臨到我身上。」

（詩篇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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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人生就是營營役役，但有人覺得人生

應該是尋尋覓覓！」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不知大家對以上的「金

句」是否似曾相識呢？最近某電視台有一個節

目，以「尋人」的方式，去嘗試尋回二十至三

十多年前的受訪對象，再一次訪問—再一次

「話當年」，看看今日的近況如何。 

在今日這個環境，很多人也活在「尋覓」的

過程中：尋味、尋夢想、尋人、尋空間等等，

甚至現在大部份人期待尋找的，或許是安全的

環境，也或許是自由的空間，為了尋找個人期

待、個人需要的，人會付出不少血汗。也會有

些人去尋找支持自己繼續生存的理由，有人會

用「信念」，而有人卻會用「宗教」。 

聖經曾經應許：「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

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

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

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路加福音

11:9-10） 

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有否嘗試尋找當年

「信耶穌」的自己呢？還記得「那些年」的自

己是如何呢？「那些年」有否曾經向主耶穌承

諾、立志不同事情呢？經過多年後的今日，不

知道大家的屬靈生命進展如何呢？是否仍然保

持著「那些年」時對主耶穌那份單純的心嗎？

如果今日有人訪問你：此時此刻，再回望過

去，你會再一次選擇「信耶穌」、「跟隨神」的

決定嗎？你會再一次選擇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主

耶穌嗎？ 

這兩節聖經兩次說到「尋找的，就尋見！」

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願意尋找神的時侯，神會

與我們同在，也會聆聽我們的禱告，更重要的

是：我們能夠尋得見神！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

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希伯來書4:16）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11:28） 

弟兄姊妹，教會已滿了65個年頭，我們獻上

感恩、回顧恩典之餘，在我們個人的生命中，

我們如何去繼續尋找神呢？我們會否去繼續尋

找神的心意呢？教會現正推行的65天連鎖禁食

及禱告，我們可否嘗試藉著這個方式去尋求神

之餘，個人的屬靈生命能夠有所成長呢？求主

幫助我們，神的說話讓我們彼此勉勵！ 

 周加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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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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周財勝牧師  證道：蘇惠蘭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鄭玉卿姊妹 

 禱告 
 唱詩 416 這裡有榮耀  
    377 叫我抬起頭的神  
    298 祢是以便以謝的神  
    395 聖靈充滿我  
    82  合而為一的心 
 證道 追求屬靈的恩賜 
 聖餐 36  主啊！祢是寶貴 
 奉獻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4月25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陳永佳傳道  證道：蘇惠蘭傳道 

聖餐：陳永佳傳道  領詩：鄭玉卿姊妹 

 禱告 
 背經 
 唱詩 416 這裡有榮耀  
    377 叫我抬起頭的神  
    298 祢是以便以謝的神  
    395 聖靈充滿我  
    82  合而為一的心 
 證道 追求屬靈的恩賜 
 聖餐 151 榮耀歸與真神 
 奉獻 193 我歌唱我的主 
 禱告 
 報告 
 禱告、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何國偉執事  證道：蘇惠蘭傳道 

聖餐：何國偉執事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297 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 
    319 哀哭變為跳舞 
    382 活著為要敬拜祢 
    417 我要愛慕祢 
 證道 追求屬靈的恩賜 
 聖餐 168 有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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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屬靈的恩賜 

經文：哥林多前書 14:1-2 

 

 

「1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

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2那說方言的，原

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然而，他在心靈裏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祕。」 

 

一‧恩賜的重要 

 

 

 

二‧恩賜要人得益處 

 

 

 

三‧恩賜讓人一同經歷神臨在的喜樂 

 

 

 

四‧恩賜要神得榮耀 



 名稱 

星期一查經組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比撒列 

少年團 

類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弟兄 

少年 

 日期 

26/4(一) 

27/4(二) 

29/4(四) 

30/4(五) 

 1/5(六) 

 時間 

10:00am 

 6:30pm 

10:30am 

 7:00pm 

 2:30pm 

地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3 

小組 

團契 

禱告

會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5月1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正〕 

證道   汪成英牧師 

主席   陳永佳傳道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顧友三執事 

和唱   陳文卿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梁佩霞輔導 

直播   鄧美瓊傳道 

5月2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   蘇惠蘭傳道 

聖餐   蘇惠蘭傳道 

領詩   陳文卿姊妹 

和唱   伍永嫦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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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大威牧師 

主席   譚永怡執事 

聖餐   周財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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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穎駒弟兄 

放映   吳浩章弟兄 

司事   周加恩姊妹 

聖餐襄禮 鄧婉儀姊妹 

     鄧銘賢弟兄 

     梅偉明執事 

總務   吳浩章弟兄 

值日小組 職青、少青 

接待   高小菁姊妹 

     劉慧儀姊妹 

讀經   任圃賢姊妹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一）「燃點65」會慶６５天連鎖禁食： 

 鼓勵未參與禁食的弟兄姊妹也一同按力量自選日子

參與禁食；盼每天都有弟兄姊妹參加，願主悅納。 

 第五週禁食（4月25日至5月1日）為成人牧區的弟

兄姊妹禱告。 

 教會每天用whatsapp將禱文發給弟兄姊妹供一起禱告。

亦可在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收聽禱告。 

（二）崇拜安排：按現行條例，宗教聚會獲豁免限聚令，

但人數需限制在不多於崇拜地點通常可容納的人數的30%。 

 進入教會時，請按個人意願選擇掃瞄「安心出行」二維

碼，或填寫登記表格，教會存放資料3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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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讓暫

時因疫情而不方便回教會崇拜的會友可參與網上崇拜。 

 第一早堂暫改於和富8樓舉行，以增加可參與的人數。 

登記參與本週禁食的人

數（於4月24日更新） 

（三））「燃點65」會慶：5月1日（週六）為本會65周年會

慶日，鑒於疫情問題，不會舉辦大型聚會或愛宴活動。 

感謝主，承蒙汪成英牧師及劉大威牧師應邀，分別將於5

月1日晚堂及5月2日第二早堂證道。另外，5月2日下午

2:30於新光15樓舉行奮興會，由汪牧師證道。願神同在，

讓各堂聚會成為屬靈的宴席，榮神益人。 

 由於下週聚會的人數仍受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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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一併報名參加

奮興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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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操作問題，請聯絡教牧代為報名。 

4月25日(日)：2   4月29日(四)：2 

4月26日(一)：4   4月30日(五)：3 

4月27日(二)：5   5月 1日(六)：2 

4月28日(三)：2 

（四）讀經計劃：5月的讀經範圍是哥林多後書，靈修日

程表供弟兄姊妹作個人記錄之用，並會上載於教會網頁，

弟兄姊妹亦可於教會接待處索取印刷版。歡迎繼續每週參

加聖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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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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5.70 

$30,020.4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會： 

月禱會： 

32 

5 

42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哥林多前書16:13） 

上週奉獻總金額：$34,576.10 

本週生日會友 

30/4 孫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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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參考 27/4 讀經範圍，甚麼是不朽

壞的？ 

 □所種的 □復活的 

9-2哥林多前書第 15 章提到，奥秘的

事是甚麼？ 

 □我們都要睡覺 
 □我們都要改變 

本週讀經 4月25日-5月1日：詩篇119:49-64、哥林多前書15:29-16:24 

請到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5７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實體崇拜 25 22 60 

網上崇拜 43 0 15 

各堂人數： 68 22 75 

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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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祝福下週的各堂聚會，恩膏各講員和事奉人員，

讓弟兄姊妹在聚會中得著造就，生命被主燃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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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

的身心靈有足夠力量面對疾病，治療有果效。 

比利時真道教會：比利時的疫情持續中，求主施恩，止

息疫情。祝福比利時真道教會的各堂實體崇拜安全順

利；保守陳牧師、師母、長執、弟兄姊妹們平安。 

香港：求主繼續保護各民居、食肆、學校、商戶、公共

處所；止住變種病毒擴散，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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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市民在接種之後有良好的效果。未接種

或不適宜接種的市民亦同蒙主的保守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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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看顧面對公開考試的學生，賜足夠精神和智慧。 

為成人禱告 

經文：「耶和華啊，眾神之中，誰能像祢？誰能像

祢－至聖至榮，可頌可畏，施行奇事？」（出埃及記

15:11） 

禱文:全能父神，感謝祢！讚美祢！眾神之中誰能像祢，

可頌可畏，施行奇事。現今社會上有許多動盪，以及新

冠肺炎病毒，人的情緒、生命都受到威脅。神啊！祢滿 

有恩典，求祢施行憐憫。我們為教會弟兄姊妹還

未接受祢的家人獻上禱告，求主開他們屬靈的眼

睛，得以看見神，因為當信主耶穌，我和我一家

都必得救。又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在工作上事事亨

通，失去工作的，求主為他們預備；患病的得到

醫治；家庭相處融合，一無所缺；靈魂 

體興盛。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