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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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使我所怕的羞辱遠離我，因祢的典章本為美。」 

（詩篇1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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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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幾天的靈修經文讀哥林多前書十二、十

三章，使徒保羅以身體上的眾多肢體來作比

喻，教導弟兄姊妹不要分門別類，同領一位聖

靈所賜的恩賜，在主裡以愛合一地服事。 

我們與生俱來，身體上的肢體都可以自動協

調，卻又有些肢體，例如手、腳等等，都是需

要在成長中學習和不斷的訓練，才能達到協作

的功效，雙手雙腳可以協調、平衡身體的活

動，不致跌倒。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

滿的。」（以弗所書 1:23）我們既是同蒙

恩召，歸入主耶穌基督的名下，我們就是教

會，就是祂的身體。我們互為肢體，實在有不

少的、不斷的學習需要，才能有美好的協作和

配搭。在配搭中，我們需要克服人性的驕傲和

放下自我，如同基督，「祂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腓立比

書 2:6）配合神的旨意而走上十架，成就三

一神的救贖計劃。 

身上的肢體中，看似一樣的、一雙的，順暢

地配搭，並非理所當然的，（就如我的）一雙

眼睛，右眼常是努力用神，可是左眼卻是懶惰

的，結果帶來右眼近視加深，左眼保持平光，

看起事物縱使清楚，卻是失去距離感，需要眼

睛運動訓練才可以協調雙目。 

我們都是同一位聖靈所生，有同一樣的屬靈

生命，應當彼此同心努力，就不會有著不平衡

的後果。然而，若是我們當中有軟弱的，剛強

的可以補其不足，彼此扶持，直至成為一致

的、平衡的身體。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應當「凡事長進，連於

元首基督，」（以弗所書 4:15）所以，這

個身體縱使配搭得強壯，若是不以基督為首，

沒有按祂的心意而行，不能活出基督的樣式，

那就是說基督是分裂的了！所以，我們當以基

督的心為心，從聖經中學習基督的旨意、智

慧、心腸和愛。每天靈修、禱告、讀經，撥出

特定的時間與主連結，領受祂的恩言，效法祂

的生命。當我們每位弟兄姊妹都一起與主連

結，教會這個屬靈的群體就朝向以基督為首的

方向。 

感謝主！在過去一年裡，教會在疫情中，不

單沒有停下一同學習主道，更開展了網上靈修

分享和讀經。一同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裡領受

主道，學習主道。讓主的天糧每天餵養我們，

不單是服事上有力量，而且在真理上被主陶

造，生命得著轉化。願我們由一個一個的肢

體，配搭成整個、合一的基督的身體，迎向第

六十六年，並且健康、長大、成熟，榮耀主

名。阿們！ 

 鄧美瓊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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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7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陳永佳傳道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陳永佳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158 讓讚美飛揚 
    23  頌 
    409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410 主祢是我最愛 
 證道 方言的禱告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禱告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4月18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陳永佳傳道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陳永佳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背經 
 唱詩 298 祢是以便以謝的神 
    320 祢是用以色列讚美為寶座的 
    299 安靜 
    354 如鷹展翅上騰 
 證道 方言的禱告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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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財勝牧師 

聖餐：陳永基執事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398 保護以色列的必不打盹 
    293 喜樂泉源 
    446 我心屬於祢 
    205 主啊！我到祢面前 
 證道 方言的禱告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118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禱告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方言的禱告 

經文：馬可福音 16:17 

   哥林多前書 14:2,4,18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

新方言；」（可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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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4:2）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

教會。」（林前 14:4） 

 

「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林前

14:18） 

 

1. 方言是甚麼 

 

 

 

2. 方言的重要 

 

 

 

3. 渴慕與操練方言禱告 



 名稱 

加利利、提比哩亞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月禱會 

恩典團 

少年團 

橄欖 

類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會眾

長者 

少年 

姊妹 

 日期 

18/4(日) 

20/4(二) 

22/4(四) 

23/4(五) 

24/4(六) 

24/4(六) 

24/4(六) 

 時間 

 2:00pm 

 6:30pm 

10:30am 

 7:00pm 

 10:30am 

  2:30pm 

  3:00pm 

地點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新光15樓 

小禮堂 

小禮堂 

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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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團契 

禱告

會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4月24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正〕 

證道   蘇惠蘭傳道 

主席   周財勝牧師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鄭玉卿姊妹 

和唱   蔡健成弟兄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曾嘉愉弟兄 

直播   鄧美瓊傳道 

4月25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蘇惠蘭傳道 

主席   陳永佳傳道 

聖餐   陳永佳傳道 

領詩   鄭玉卿姊妹 

和唱   蔡健成弟兄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李慕平姊妹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蘇惠蘭傳道 

主席   何國偉執事 

聖餐   何國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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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安華弟兄 

     楊揚根弟兄 

放映   崔弘暉弟兄 

司事   梁寶瑛姊妹 

聖餐襄禮 譚永怡執事 

     陳麗雲姊妹 

     黃鼎康弟兄 

     林啟遠弟兄 

總務   李錦鴻弟兄 

值日小組 迦拿 

     葡萄樹 

接待   鄧慧瑩姊妹 

     王玩賢姊妹 

讀經   李淑平姊妹 

值日同工 鄧美瓊傳道 

   （一）「燃點65」會慶６５天連鎖禁食： 

由3月28日至5月31日為止，鼓勵未參與禁食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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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週禁食（4月18-24日）為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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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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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二）崇拜安排：按現行條例，宗教聚會獲豁免限聚令，

人數需限制在不多於崇拜地點通常可容納的人數的30%。另

外，進入教會時，需作登記，可選擇(1)掃瞄「安心出行」

二維碼，或(2)掃瞄本會的網上登記二維碼，輸入姓名及電

話號碼，或(3)填寫登記表格，教會存放資料31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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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操作問題，請聯絡教牧代為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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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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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參與本週禁食的人

數（於4月17日更新） 

（三）懷舊詩歌讚美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

加，一起獻祭，同心祈禱，讚美主。 

  地點：為可容納多些弟兄姊妹出席，改於新光15樓 

  時間：4月23日（週五）晚上7-9時 

4月18日(日)：1   4月22日(四)：2 

4月19日(一)：6   4月23日(五)：5 

4月20日(二)：3   4月24日(六)：3 

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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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惠奉獻： 

$15,508.00 

$380,783.00 

$120,200.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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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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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總金額：$516,491.00 

本週生日會友 

18/4 梅偉明 何寶文 

19/4 吳寶明 梁錦昌 

20/4 蔡健成 

23/4 鄧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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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中劃上。 

8-1.(參考哥林多前書第 14章)你們

每一個人都可以輪流宣講神的信

息，讓大家學習，都得到鼓勵。 

  □是    □非 
8-2.(參閱哥林多前書第 15章)神所

要毀滅的最後仇敵就是死亡。 

  □是    □非 

本週讀經 4月18日-24日：詩篇119:41-48、哥林多前書14:13-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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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實體崇拜 26 25 58 

網上崇拜 44 2 8 

各堂人數： 70 2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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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福市民接種之後，有良好的正面效果。未接種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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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主看顧香港的政制，在執政者的心中掌權。 

為長者禱告 

經文：「因為祢必賜福與義人；耶和華啊，祢必用

恩惠如同盾牌四面護衛他。」（詩篇5:12） 

禱文:慈愛的主！我們讚美祢！在這個疫情中，求祢保守

我們教會的長者，保守他們身體健康，不要受新冠肺炎

感染。在不可以回教會的日子裡，使他們身心

靈，懂得祈求祢。主啊！願祢成為長者們的盾

牌，堅固他們信心，讓他們相信祢是他們的避難

所，保守他們出入，相信祢是他們唯一的幫助、

唯一的倚靠，挪開他們的憂慮和恐懼，面對這場

世紀疫症都能平靜安穩，得著生命的盼 

望。祈禱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