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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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屬祢的，求祢救我。因我尋求了祢的訓詞!」（詩篇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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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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年紀大了，看世情多了，對人生的領悟加

深了。偶爾在這段的日子，常常細哼著年青時

的一首流行歌曲，對當中的歌詞有深切的感

受，其中有這樣的唱：「冷暖那可憂，回頭多

少個秋，尋遍了卻偏失去，未盼卻在手，我得

到沒有，沒法解釋得失錯漏。」真的，不禁想

起在逝去的歲月裡，究竟得到什麼呢？是不是

心中所想所求呢！ 

翻閱詩篇90篇10節對人生有這樣的描述：「我

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

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

空，我們便如飛而去。」雖然「勞苦愁煩轉眼

成空」這八個字已念過無數次，心裏還是倒抽

了一口涼氣！慨嘆人生若然如此，豈不就像所

羅門說的那樣：「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

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傳道書1:2-

3） 

正在思慮之間，想起了馬太福音16章26節，主

教訓門徒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

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

呢？」主又在約翰福音14章6節表明：「耶穌

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不錯，主不是告

訴我們祂就是那位要追求的生命之主嗎！很感

恩的是在沒有尋求的時候，卻尋見了。在沒有

指望的時候，卻使人滿有希望。在不能扭轉人

生終局的時候，卻賜下一條又新又活之路！一

切的事情全在乎神，祂出奇不意，令人驚訝那

種「未盼卻在手」的感動—有主耶穌基督，一

生還有何求呢？ 

不要以為自己已經擁有一生所求就完結了，記

著自己身邊總有些人像舊日的自己，生命失去

方向，沒有盼望，耗盡了一生去抓著那些以為

重要的東西。是的，他們是瞎眼的，要看得見

真正的一生所求，領受那奇異恩典。他們極需

要你的拖帶。 

端午節快到了，是傳福音，改變人生命的契

機，歡迎你加入端午節期探訪。感謝主！ 

 鍾國威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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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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蘇惠蘭傳道  證道：顅友三執事 

聖餐：蘇惠蘭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9   在主裡的活潑盼望 
    396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140 環繞 
    57  人算甚麼 
 證道 你的日子如何 
 聖餐 31  賜我新的心  
 奉獻 167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5月30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蘇惠蘭傳道  證道：顧友三執事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背經 
 唱詩 9   在主裡的活潑盼望 
    396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140 環繞 
    57  人算甚麼 
 證道 你的日子如何 
 聖餐 177 若有人在基督裡 
 奉獻 167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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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友三執事 

聖餐：陳永佳傳道  領詩：伍永嫦姊妹 

 禱告 
 唱詩 209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51  我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52  祢的手創造我 
    397 盡情的敬拜 
    425 能不能 
 證道 你的日子如何 
 聖餐 151 榮耀歸與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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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日子如何 

經文：申命記33:25  

 

 

「你的門閂是銅的，鐵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

力量也必如何。」 



 名稱 

加利利、提比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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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成人 

弟兄 

長者 

少年 

 日期 

30/5(日) 

 1/6(二) 

 3/6(四) 

 3/6(四) 

 4/6(五) 

 5/6(六) 

 5/6(六) 

 時間 

 2:00pm 

 6:30pm 

10:00am 

 7:00pm 

 7:00pm 

10:30am 

 2:30pm 

地點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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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團契 

禱告

會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6月5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正〕 

證道   周加力傳道 

主席   陳永佳傳道 

聖餐   陳永佳傳道 

領詩   蔡健成弟兄 

和唱   鄭玉卿姊妹 

     伍永嫦姊妹 

樂器   曾昭群執事 

司事   梁佩霞姊妹 

直播   鄧美瓊傳道 

6月6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周加力傳道 

主席   蘇惠蘭傳道 

聖餐   蘇惠蘭傳道 

領詩   蔡健成弟兄 

和唱   鄭玉卿姊妹 

樂器   曾昭群執事 

司事   梅偉明執事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周加力傳道 

主席   陳永基執事 

聖餐   陳永基執事 

領詩   周加恩姊妹 

和唱   伍永嫦姊妹 

     陳文卿姊妹 

結他   曾昭群執事 

貝斯   何兆勤執事 

音響   楊穎駒弟兄 

     楊掦根弟兄 

放映   吳浩章弟兄 

司事   鄧婉儀姊妹 

聖餐襄禮 鄭嬋嬌姊妹 

     陳麗雲姊妹 

     莫啟民弟兄 

總務   鄧銘賢弟兄 

值日小組 職青、少青 

接待   高小菁姊妹 

     任圃賢姊妹 

讀經   黃健英弟兄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三）崇拜安排：下週崇拜的人數仍受限制於場地可容

納的30%，故請每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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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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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後

若不能出席，請盡早通知教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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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更新) 

5月30日(日)：2    5月31日(一)：4 

    （一）「燃點65」六十五周年—６５天連 

 鎖禁食：至本月底為止，願主悅納眾人的屬靈擺上。 

• 5月30-31日仍然為教會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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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團契部活動—和諧粉彩初班：歡迎免費報名

參加，請於接待處登記。 

 日期：6月6日及20日（主日下午2-4時，共兩班） 

 地點：和富小禮堂 

 名額：每班8位（尚餘少量名額） 

 導師：馮婉君輔導 

（四）端午節期社區探訪：宣教部招募探訪大角咀及油

麻地家庭的隊工。現有20戶家庭已經接受福音及可繼續

跟進。隊工除了代表教會送上祝福和食物包，亦可為他

們禱告，帶領他們認識主耶穌。 

 集合：6月6日（主日）下午2:30在和富AB房 

 報名：請於接待處登記或聯絡陳傳道。 

（二）讀經計劃：6-7月的讀經範圍是加拉太書、以弗所

書和腓立比書，靈修日程表以Whatsapp發給弟兄姊妹作

個人記錄之用，並上載於教會網頁，弟兄姊妹亦可到教

會索取印刷版。歡迎繼續每週參加聖經問題。 



 

教會：求主祝福每位收到弟兄姊妹轉送福音禮物包的親

友，早日有機會返教會，認識和決志信主耶穌為救主。 

端午節期探訪：求主激勵弟兄姊妹參與探訪，聖靈同工，

祝福平安順利，讓受訪家庭感受基督的愛和接受福音。 

弟兄姊妹：（請提名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親友禱告） 

• 求主安慰和醫治在患病、情緒困擾、傷心和恐懼的弟兄

姊妹及家人，讓他們有足夠的信心依靠主度過困難，在

患難中經歷主的奇妙醫治和同在，得享平安。 

比利時和台北真道教會：求主施恩，止息比利時和台灣的

疫情。祝福兩地教會的實體及網上崇拜順利，保守各教牧

同工和弟兄姊妹平安、信心堅定、仰望主的搭救。 

世界疫情：多個國家的疫情反覆及嚴峻，求主止息擴散，

賜下醫治和拯救，讓各地有足夠醫療人手、疫苗及物資。 

香港：感謝主的保守，疫情緩慢下來，求主止住變種病毒

進入和擴散，讓市民和眾教會早日恢復正常運作。 

• 求主保護學生們在校園平安地上課。 

• 又求主保守失業人士早日找到工作，生活回復平穩。 

為教會禱告 

經文：「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

油，」（詩篇65:11） 

禱文：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祢讓教會可以發展了65

年，有自己的物業，有一班忠心的同工及弟兄姊妹。我們

為此獻上感恩！主耶穌，我們感謝祢！祢讓教會人數不住

增長，讓不少人可以聽到福音，可以受洗歸入祢名下，可

以作祢的門徒、僕人，及海外宣教，我們為此獻上感恩！

聖靈，我們感謝祢！祢讓我們可以被聖靈充滿、說方言，

及為靈恩作見證。又曾賜下恩賜，顯出神蹟、醫

病、趕鬼、預言、啟示等不少的見證，我們為此獻

上感恩！神啊！願祢復興祢的家就在這時。興起祢

的僕人，有力事主；年老的有健壯的身體為祢作見

證；年青的有心志承接祢的使命；一班多年忠心跟

隨祢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奉主耶 

穌基督聖名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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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0.00 

$20,450.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告會： 

戶外月禱會： 

44 

5 

22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祢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詩篇119:98） 

上週奉獻總金額：$23,910.00 

本週生日會友 

30/5  邱國騰   4/6  陳秀梅 

 1/6  蔡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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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中劃上。 

5-1哥林多後書是保羅他們第幾次到哥

林多他們那裡去？ □ 二 □ 三 

5-2加拉太各教會出現了甚麼問題？ 

 □ 去從別的福音 

 □ 只顧討人的喜歡 

5月30日-6月5日：詩篇119:97-104、哥林多後書13章、加拉太書1:1-2:14 

請到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實體崇拜 30 19 56 

網上崇拜 49 2 9 

各堂人數 79 21 65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５５ 

本週讀經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劉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