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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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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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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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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 2021 年 5 月 1 日，也是基

督教香港真道教會的 65 週年會慶，讓我們同心向天

父上帝獻上感謝。因祂在過去的 65 年，一直保守看

顧教會，賜下豐盛的恩典，讓教會在今天混亂的世

代中仍站立得穩。 

真道教會的創辦人是陳公展牧師，鑑於當時國內有

很多難民，為逃避內亂而避難到港，生活非常困

苦。於 1956年 5月 1日，與一班志同道合的肢體，

在深水埗的蘇屋邨建立了佈道所，名為「聖徒教

會」。因他們認為祇有福音的大能，才能改善人的

生活，和可以改變人心，所以就努力傳福音，幫助

人去認識主耶穌，其後教會經多次搬遷至現址，也

改名為「香港真道教會」。後來教會日漸發展，事

工也漸繁重，陳牧師於 1965 年辭退政府工作，全職

事奉神。陳牧師早年經歷聖靈充滿，得著更新改變

和醫治，知道聖靈會帶來恩賜和能力，於是教會除

了傳講福音，也努力為靈恩作見證，並追求屬靈的

恩賜的彰顯，去服事教會、服事人。 

其後，教會知道信徒要明白聖經，才能站立得穩，

而傳福音更要有聖經的知識和聖靈恩膏的大能，才

可以有美好的果效，於是教會重視靈裡的禱告，也

重視聖經的學習。故此，1966 年在教會事工之外，

建立了真道聖經學院，造就了不少神的工人。早年

教會外展工作相當多，陳牧師帶領弟兄姊妹到各地

服事，遍及香港及世界各地，並建立分會，其後都

紛紛獨立了。之後，陳牧師因年長及健康的緣故退

下來，並於 2006 安息了，期間教會也發生不少的人

事變動。現時我們專注於教會內部的運作及本地的

福音事工，但仍保持救恩

和靈恩的見證。 

今天教會仍承接「目的導向教會」的架構，分別以

「敬拜、團契、宣教、門訓、事工」五部推行教會

的運作，並以卅二字，作為教會弟兄姊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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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因社會事件和疫情的關係，社會上的結構和

經濟都有大的變化，甚至去年至今，教會連續停止

了超過四個月的實體聚會，改為在網上進行。而上

月政府又放寬了措施，教會恢復了實體的崇拜，唯

因人數仍有局限，所以仍保持同步網上的崇拜，供

未能出席實體崇拜的肢體參加。但我們發覺有部份

的肢體疏懶了，在屬靈上的熱心有所減退，委身教

會也不像從前，求神幫助教會，讓神的聖靈燃點我

們，復興的火焚燒教會。 

感謝主，神仍與我們同在，今個禮拜的慶典崇拜，

汪成英牧師和劉大威牧師分別答允來聚會中證道，

盼望神的信息給教會帶來更新，好叫弟兄姊妹得著

力量，一同為主努力。更感謝汪牧師在主日的下

午，來作我們奮興會的嘉賓講員，更會為弟兄姊妹

作禱告服事，期盼聖靈大大的運行，充滿眾弟兄姊

妹，挑旺大家愛主的心。我們將榮耀、頌讚歸給我

們的天父上帝。 

「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

柄、大力都歸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啟示錄 7:12） 

 周財勝牧師 

1956-2021 



2 基 督 教 香 港 真 道 教 會    週刊  基 督 教 香 港 真 道 教 會    週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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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陳永佳傳道  證道：汪成英牧師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284 祢是配得 
    377 叫我抬起頭的神 
    385 我要一心稱謝祢 
    360 成為神蹟的器皿 
    318 一生一世 
 證道 聖潔的國民 
 聖餐 105 我們的上帝以憐憫為懷 
 奉獻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5月2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蘇惠蘭傳道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蘇惠蘭傳道  領詩：陳文卿姊妹 

 禱告 
 背經 
 唱詩 229 我一生要讚美祢 
    257 主的愛 
    231 給我一顆單純的心 
    373  
    361 我愛耶和華 
 證道 興起發光為基督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138 神的預備 
 禱告 
 報告 
 禱告、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譚永怡執事  證道：劉大威牧師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281 耶和華是我牧者 
    17  一切歌頌 
    436 我的主祢是配得 
    410 主祢是我最愛 
 證道 禱告的能力 
 聖餐 105 我們的上帝以憐憫為懷 
 奉獻 20  歡欣 
 禱告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晚堂 

講題：聖潔的國民 

經文：出埃及記19:3-6,彼得前書2:9 

 

 

 

 

 

 

 

 

 

 

第一早堂 

講題：興起發光為基督 

經文：以賽亞書60:1-9 

 

 

 

 

 

 

 

 

 

 

第二早堂 

講題：禱告的能力 

經文：約翰壹書5:14-15,約翰福音5:7 

      哥林多後書6:1 

 



 名稱 

星期一查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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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欖 

類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成人 

弟兄 

長者 

少年 

姊妹 

 日期 

 3/5(一) 

 4/5(二) 

 6/5(四) 

 6/5(四) 

 7/5(五) 

 8/5(六) 

 8/5(六) 

 8/5(六) 

 時間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7:00pm 

10:30am 

 2:30pm 

 3:00pm 

地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家聚 

 

3 

小組 

團契 

禱告

會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5月8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聖餐   蘇惠蘭傳道 

領詩   蔡健成弟兄 

和唱   鄭玉卿姊妹 

     伍永嫦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陳永佳傳道 

直播   鄧美瓊傳道 

     周加力傳道 

5月9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蔡健成弟兄 

和唱   鄭玉卿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梅偉明執事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聖餐   陳永基執事 

領詩   顧友三執事 

和唱   陳文卿姊妹 

     陳詠童姊妹 

結他   曾昭群執事 

     周加力傳道 

貝斯   何兆勤執事 

音響   黃安華弟兄 

     楊揚根弟兄 

放映   吳浩章弟兄 

司事   鄭嬋嬌姊妹 

聖餐襄禮 曾少英姊妹 

     張鳳珍執事 

     林啟遠弟兄 

總務   鍾國威執事 

值日小組 提比哩亞 

     婦女組 

接待   蔡淑玲姊妹 

     黃燕萍姊妹 

讀經   鄭嬋珍姊妹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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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聚令期間，仍於Facebook群組：「HKTC網上崇拜」直

播週六晚堂崇拜（存至翌日的主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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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更多實體崇拜的座位，第一早堂暫改於和富8樓舉

行。第二早堂於新光15樓加開青年房作崇拜直播，已報

名的弟兄姊妹以先到先得入座禮堂，恕不設留座。禮堂

滿座之後，其後到場的弟兄姊妹需到青年房聚會。 

 下週聚會的人數仍受限制，故此請弟兄姊妹務必預先報

名，選擇可參與崇拜的次序，教會將盡量安排並通知報

名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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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參與本週禁食的人

數（於5月1日更新） 

     （一）65周年會慶月—「燃點65」： 

 感謝主，承蒙汪成英牧師及劉大威牧師應邀蒞臨， 

分別於會慶日的晚堂及主日第二早堂證道，令這屬 

靈的筵席更加豐富，榮神益人。本會謹此致謝！ 

奮興會：本主日下午2:30於新光15樓舉行奮興會，由汪成

英牧師證道。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依時出席，共沐主恩。 

一領一‧福音禮物包：鼓勵弟兄姊妹多傳福音，宣教部已

預備福音禮物包供每一位領取一份，同時鼓勵大家認領一

位福音對象，例如：未信的親友、鄰居、同事或同學。除

了為該福音對象代禱，並於會慶月（五月份）之內將禮物

包送給他。若需要更多福音禮物包，請聯絡陳傳道。 

６５天連鎖禁食：由3月28日至5月31日共65天連鎖禁食，

鼓勵每位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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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週禁食（5月2-8日）為職青的弟兄姊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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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日(日)：2   5月6日(四)：1 

5月3日(一)：7   5月7日(五)：1 

5月4日(二)：2   5月8日(六)：1 

5月5日(三)：6 



教會：為參與65天連鎖禁食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悅納

各人的擺上，保守各人在禁食中健康、靈裡滿足。 

 求主帶領教會迎向第66年，燃點我們，為主發光。 

弟兄姊妹： 

 求主安慰患病、受情緒困擾、傷心和恐懼的弟兄姊妹

及家人，釋放醫治的大能在他們的身心靈內，讓他們

靠主度過困難，並經歷主的大能醫治和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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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陳牧師、師母、長執和弟兄姊妹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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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恢復各行業運作的計

劃上有明智的措施，讓各行業人員都可以適應安排。 

 為接種疫苗的市民禱告，求主施恩，使用得著疫苗來

保護市民，除去副作用及不良影響。又求主額外看顧

未接種或不適宜接種的市民。 

 求主保守正在面對公開考試的學生們，賜他們足夠精

神和智慧，又保守各個試場平安，學生不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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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職青禱告 

經文：「耶和華啊，祢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

在苦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耶利米書16:19上） 

禱文:親愛的主，在疫情、紛亂不安的社會中，我們不但 

失去往日的生活，亦失去內心的平靜。主啊，

祢是我們的保障，是我們的神。求祢幫助職青

的弟兄姊妹再次將眼目定睛於祢，使他們每天

更愛祢，更渴慕祢的話語。又求主使他們有愛

靈魂的心。因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

相信的。主啊，願祢與我們同在，祢是我們的

力量，是我們的盼望。願祢在列國中被尊崇，

在全地彰顯祢的榮耀。禱告奉主耶穌 

基督聖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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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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5.00 

$24,160.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會： 

33 

5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 

那裏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後書3:17） 

上週奉獻總金額：$29,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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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哥林多後書是由保羅和提摩太寫

給誰的？ 

 □哥林多教會的眾聖徒 

 □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1-2 神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

是憑著甚麼？  

 □字句  □精意(或作聖靈) 

本週讀經 
5月2日-8日 

詩篇119:65-72 

哥林多後書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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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實體崇拜 26 24 60 

網上崇拜 41 6 11 

各堂人數 67 30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