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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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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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真道教會 HONG KONG TRUTH CHURCH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576號和富商業大廈8樓 

8/F, Wo Foo Commercial Building, 576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  2300 1010  電郵 Email :  hktc@truth.org.hk 

傳真 Fax :  2300 1011  網頁 Website : www.truth.org.hk 

週刊製作組電郵 Bulletin Team Email : tc.bulletin@trut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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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日的文章乃是介紹教會的

事工部，教會被建立起來，是需要群策群力的，

教會有許多不同的工作崗位，是需要大家起來幫

助的。 

我初初返到教會聚會，就被牧師指派工作，就是

在每一個主日作預防火警的工作—走火警。因為

新興大廈是舊式的設計，每層都有許多單位，走

廊是四通八達的，若不熟悉地形，真的會走錯方

向。牧師指示我要找出一條快捷的路線，如何安

全走火警，到達大厦天台及找一個安全地方疏

散。因為主日有眾多弟兄姊妹聚會，要早早作出

預備，牧師就指派我作這個事工崗位。這是我在

教會第一個事奉工作。我被差派，也學習建立事

奉的心，這樣的事奉崗位，每週主日，靜悄悄地

工作起來。事奉的心是要被建立的，是要付出

的，是要甘心樂意的。因為我知道我所作的，乃

是為教會的緣故，是為弟兄姊妹的緣故，也是為

主的緣故。所以我就喜樂的去作，事奉的心態也

被建立起來。 

教會有許多事奉崗位，是需要大量人手的，我也

知道有許多弟兄姊妹在事工上默默耕耘，默默地

付出，他們的勞苦，主是知道的，主必記念的。

但願仍未有事奉崗位的弟兄姊妹，也要剛強起來

參與教會事工，神必加給力量，在教會的工作上

得著喜樂。「因為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乃

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哥林多後

書8:12） 

教會的事工，有不同的組別，各有各的功能。例

如：聖餐管理、宴會、設施管理、攝影、主日接

待等等。越多人手，事工越容易完成；各人有各

人不同長處，有不同功能，但願我們都獻上自

己，為主所用，因為我們所付出的，主必記念。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

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

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書15:58）我

們若是甘心樂意作事工的，是不求自己的益處，

乃是求別人得益，這樣的心，是神所喜悅的，是

被神所賜福的。 

雖然疫情帶給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但主的愛仍

然在我們心中，充滿著，帶領著。實體聚會，因

著疫情不同影響，或被取消，或可以聚會，但願

我們愛教會的心不會冷卻，實體聚會後，我們都

能夠在教會事工上找到崗位，發揮自己所長，建

立教會，建立弟兄姊妹，建立自己。 

「愛神，愛人」是主耶穌的誡命，是一生學習的

功課。在教會事工上獻上，也是愛主的表現，愛

人的行為。願我們都起來建造教會，建立自己奉

獻的人生。 

弟兄姊妹們，祝願在主的事工上尋找到喜樂，尋

找到滿足，努力，加油，事工部等著您們，歡迎

您們加入；已加入的，求主記念您們。感謝主，

求主賜福給您們。 

 陳永基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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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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蘇惠蘭傳道  證道：鄧美瓊傳道 

聖餐：蘇惠蘭傳道  領詩：蔡健成弟兄 

 禱告 
 唱詩 442 在耶穌的腳前 
    416 這裡有榮耀 
    426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447 祢的恩典夠我用 
 證道 在基督裡得勝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裏去 
 奉獻 12  走到神的祭壇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5月9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周財勝牧師  證道：鄧美瓊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蔡健成弟兄 

 禱告 
 背經 
 唱詩 442 在耶穌的腳前 
    416 這裡有榮耀 
    426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447 祢的恩典夠我用 
 證道 在基督裡得勝 
 聖餐 177 若有人在基督裡 
 奉獻 106 我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禱告 
 報告 
 禱告、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陳永基執事  證道：鄧美瓊傳道 

聖餐：陳永基執事  領詩：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398 保護以色列的必不打盹 
    52  祢的手創造我 
    282 耶穌、耶穌 
    60  榮耀神羔羊 
    450 耶和華坐著為王 
 證道 在基督裡得勝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48  祢以恩典 
 禱告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在基督裡得勝 

經文：哥林多後書2:14 

 

「感謝神！祂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得勝，並藉着

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和修版） 



 名稱 

星期一查經組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比撒列 

恩典團 

少年團 

加利利、提比哩亞 

類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弟兄 

長者 

少年 

成人 

 日期 

10/5(一) 

11/5(二) 

13/5(四) 

14/5(五) 

15/5(六) 

15/5(六) 

16/5(日) 

 時間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10:30am 

 2:30pm 

 2:00pm 

地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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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團契 

禱告

會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5月15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周財勝牧師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周加力傳道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蘇惠蘭傳道 

直播   鄧美瓊傳道 

5月16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陳永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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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佳傳道 

主席   周財勝牧師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周加力傳道 

和唱   伍永嫦姊妹 

     陳文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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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秀梅姊妹 

聖餐襄禮 吳麗嬋姊妹 

     陳麗雲姊妹 

     莫啟民弟兄 

總務   顧海修弟兄(早) 

     徐敏玲姊妹(午) 

值日小組 比撒列 

     橄欖 

接待   楊楚雲姊妹 

     王素貞姊妹 

讀經   徐敏玲姊妹 

值日同工 蘇惠蘭傳道 

（二）崇拜安排： 

 週六晚堂崇拜仍於Facebook群組：「HKTC網上崇拜」直

播（存至翌日的主日下午5:00）。 

 第一早堂仍改於和富8樓舉行。 

 因新光青年房的直播器材未達要求，故此不開放使用。 

 下週崇拜的人數仍受限制於場地可容納的30%，故請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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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更新） 

     （一）「燃點65」六十五周年會慶月： 

  上週崇拜及奮興會：三堂崇拜及奮興會的證道 

錄音已上載到教會的網頁之「會友區」供會友重溫。 

一領一‧福音禮物包：鼓勵大家多傳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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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鄰居、同事或同學。除了為該

福音對象代禱，並於會慶月（本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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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弟兄姊妹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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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週禁食（5月9-15日）為青少年弟兄姊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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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通宵禱告：請於接待處報名或聯絡教牧，以便預備物

資及出入和富商業大廈的安排。 

 地點：青衣回歸紀念徑 

 時間：5月18日（週二）晚上12:30至翌日早上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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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9日(日)：1   5月13日(四)：2 

5月10日(一)：3   5月14日(五)：2 

5月11日(二)：5   5月15日(六)：3 

5月12日(三)：5 

（三）母親節：祝各位母親：母親節快樂！ 

團契部預備了多款母親節賀卡，讓弟兄姊妹在母親節向母

親表達心意。歡迎弟兄姊妹到接待處取用。 



教會：求主悅納連鎖禁食中的弟兄姊妹，保守各人身體

健康、心靈剛強，又求主垂聽禱告，並賜下引導。 

 求主帶領教會迎向第66年，燃點我們，挑旺恩賜，為

主作鹽作光，祝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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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施恩，止息比利時的疫情。祝福

教會的各堂實體崇拜安全順利，保守同工和會眾平安。 

世界疫情：印度的疫情嚴峻，求主憐憫，賜下醫治和拯

救，賜予當地有足夠的醫療人員及物資。 

香港：求主止住變種病毒擴散，繼續保護各民居、食

肆、學校、商戶、公共處所等，使全城恢復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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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使用疫苗來保護市民，

除去副作用及不良影響。 

 求主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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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青少年禱告 

經文：「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

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

持你。」（以賽亞書41:10） 

禱文：全能慈悲的神！我們滿心感謝祢！主啊！現時中六學

生正在DSE考試當中，求主保守學生們在應考中保持勤

奮的心，努力溫習，為下一科來到作準備。神啊！我

們知道祢常與我們同在，求祢讓他們在考場時因有祢

的同在而不膽怯。主啊！這兩年以來，各級別的學生

在學習進度上都因疫情而變得緩慢，求主讓學生們重

拾上學時應有的態度，亦讓他們能夠趕回失去 

的進度。以上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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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奉獻： 

$3,467.00 

$59,081.00 

$500.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會： 

39 

1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 

卻不致失望。」（哥林多後書4:8） 

上週奉獻總金額：$63,048.00 

本週生日會友 

 10/5 蔡云 

 14/5 譚永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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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是非題：試選出正確的答案，並在□

中劃上。 

2-1我們必朽的身體時常帶著耶穌的

死，為要使耶穌的生命也同時顯

明在我們身上。 

 □ 是  □非 

2-2 保羅曾話哥林多人心腸狹窄。 

 □ 是  □非 

5月9日-15日：  詩篇119:73-80、哥林多後書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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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實體崇拜 23 18 64 

網上崇拜 66 4 8 

各堂人數 89 22 72 

本週讀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