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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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是受苦，耶和華啊，求祢照祢的話將我救活!」（詩篇11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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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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在65周年的會慶雙月（四月和五月）

裡蒙主保守了各項屬靈的活動，更叫人歡喜的是

在四月份開始恢復實體崇拜、禱告會，和團契小

組等聚會。日常進出教會的人數也就開始增加，

靜寂了四個多月的地方，終可增添弟兄姊妹相聚

的熱鬧聲音了。 

65天連鎖禁食，共有75位記名參加的，當中不

少是參加多於一天的，共360人次，而每天至少

有2位至12位參加。同步的65天禱告，共有58位

弟兄姊妹撰寫禱文，並錄音禱告，偶爾以合作方

式，一位寫禱文，另一位誦讀禱文。會眾每天都

可以在教會的Facebook「網上靈修」群組收看收

聽禱告，亦每天收到由周牧師以whatsapp轉發的

禱文，讓弟兄姊妹可以跟著禱文誦讀。據悉，有

弟兄姊妹收藏這些

禱文，更有抄寫禱

文的。深信眾人在

不同的時間和空間

同心的禱告已達到

主的腳前，並蒙垂

聽。因為「神是應

當稱頌的！祂並沒

有推卻我的禱告，

也沒有叫祂的慈愛

離 開 我。」（詩 篇

66:20） 

65天連鎖禁食和禱告結束了，然而，不是就此

而已，我們當帶著相信、期待的心，等候神回

應。這將會是什麼？如經上說：「你求告我，我

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隱密的事指

示你。」（耶利米書33:3‧和修版）求主向教會顯

明，指示我們往後的方向，更新我們全群，再次

建立我們，作榮神益人的教會。阿們！ 

教會現在使用的場地，不論是和富8樓會址，或

是租用作為主日崇拜的新光15樓，在5月裡都有

變化。和富8樓已使用超過16年，不少設施已損

壞，並且需要增加消防門以符合要求。所以，教

會決定著手進行全場裝修。與此同時，新光15樓

的租約在本年8月底約滿，續約機會起了危機。

感謝主，後者問題得蒙主垂聽禱告，息了危機。

然而，在過程中，在人看來是巧合，這卻是神的

引領，因為「我們知道，神使萬事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就是祂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

益處。」（羅馬書8:28‧現中修）感謝主，讓教會

在設計裝修在即時，可以「預見」危機，懂得預

先作好準備，足見神在看顧教會，在教會中掌

權，祂願意向教會顯明心意。 

主是教會的頭，讓我們放手給祂，讓神帶領教

會步入一個更新的開始；不單是地方上的、硬件

上的、資源上的，必因主的信實，得蒙保守和供

應。更願教會全群的心志和行為都被主不離不棄

的愛所激勵。 

 鄧美瓊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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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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2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顧友三執事  證道：何國偉執事 

聖餐：顧友三執事  領詩：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442 在耶穌的腳前 
    336 普天下歡慶 
    56  讚美之泉 
    351 求主充滿我 
    214 我要向山舉目 
 證道 從虧負到復和、看上帝的公義 
 聖餐 58  除祢以外 
 奉獻 22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6月13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陳永佳傳道  證道：何兆勤執事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鄭玉卿姊妹 

 禱告 
 背經 
 唱詩 158 讓讚美飛揚 
    52  祢的手創造我 
    87  哈利路亞！來讚美主 
    267 聖靈請祢來 
    255 陶造我生命 
 證道 祂是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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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永怡執事  證道：何兆勤執事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442 在耶穌的腳前 
    336 普天下歡慶 
    56  讚美之泉 
    351 求主充滿我 
    214 我要向山舉目 
 證道 祂是愛我 
 聖餐 254 尋求祢的面 
 奉獻 394 普通的人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晚堂 

講題：從虧負到復和、看上帝的公義 

經文：馬太福音 18:14-35 

 

 

 

 

 

 

 

 

 

 

 

 

第一、二早堂 

講題：祂是愛我 

經文：加拉太書2:20下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

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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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日)

15/6(二) 

17/6(四) 

17/6(四) 

18/6(五) 

19/6(六) 

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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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   蘇惠蘭傳道 

聖餐   蘇惠蘭傳道 

領詩/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曾嘉愉弟兄 

直播   鄧美瓊傳道 

     周加力傳道 

6月20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   周財勝牧師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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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瓊傳道 

主席   陳永佳傳道 

聖餐   陳永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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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揚根弟兄 

     楊穎駒弟兄 

放映   吳浩章弟兄 

司事   梅偉明執事 

聖餐襄禮 陳秀梅姊妹 

     吳麗嬋姊妹 

     陳永基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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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瑞蓮姊妹 

     陳少媚姊妹 

讀經   顧海恩姊妹 

值日同工 蘇惠蘭傳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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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whatsapp將報名的連結供弟兄姊

妹透過手機或電腦報名，下午2時開始接受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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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中感恩見證崇拜：6月26及27日的各堂崇拜為

感恩見證，讓弟兄姊妹分享在主裡所經歷的恩典，請

預備見證（約3分鐘），榮耀主名。 

為讓不能參加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都有機會分享見

證，可用攝錄或錄音方式（約3分鐘），將見證交給教

牧同工安排在崇拜中播放，因時間有限，若未能於見

證崇拜中播放，將會安排在日後的崇拜內播放；如有

技術問題，可聯絡同工協助。 

（五）教會 Whatsapp ：教會新設 Whatsapp 號碼：

91790405，用作發放訊息給會友之用，不作收取訊息

用途。 

• 請會友盡快將上述號碼加入手機的聯絡名單內，並

以自己的個人whatsapp將中文姓名發給教會的上述

whatsapp，以便教會核對大家的 whatsapp號碼無

誤，日後可以收到教會發出的whatsapp廣播訊息。 

• 弟兄姊妹若有疑問或需要協助，請聯絡教牧同工。 

（二）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月禱會， 

一起獻祭，同心祈禱，為教會及這世代守望。 

 時間：6月25日（週五）晚上7-9時 

 地點：和富8樓 

   （一）同工休假：各教牧及幹事於6月14

日(週一)休假，會友如需使用教會埸地，請預

先聯絡教牧，以便安排。 



 

教會：感謝主在2004年將和富8樓物業賜給教會，求

主賜智慧給教會在翻新裝修的計劃上明白主的心意，

讓教會更善用這地方，成為祝福人的地方。 

慕道者：為著近期決志信主及出席聚會的慕道者感

恩，求主繼續感動和引領他們認識主，早日受洗歸入

主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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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苦中得到從神而來的力量。 

• 求主為那些在工作、家庭和學業有困難的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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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主保守各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平安，不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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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仰賴主止住

變種病毒進入和擴散，讓市民和眾教會恢復運作。 

• 求主祝福考試中的學生有精神和平安。 

• 求主保守失業人士早日找到工作，生活回復平穩。 

為教會的事奉者禱告 

經文：「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各

種恩賜的好管家。」（彼得前書4:10‧和修版） 

禱文：感謝天父，祢是萬物的創造主，一切美善的恩

賜和賞賜都從祢而來，我們渴慕祢，願聖靈將

屬靈的恩賜賞給各位同工、領袖和弟兄姊妹，

又賜下信心和力量，不論在任何職份或崗位，

都靠主而剛強壯膽，忠心地運用恩賜來服事祢

的家，使教會得造就，各盡其職，建

立基督的身體，使榮耀歸給祢。奉主

耶穌基督聖名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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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3.00 

$73,762.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告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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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祢是我藏身之處，又是我的盾牌。 

我甚仰望祢的話語。」（詩篇119:114） 

上週奉獻總金額：$77,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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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中劃上。 

3-1 保羅頭一次傳福音給加拉太的弟

兄們是因為甚麼？  

 □ 身體有疾病  □ 心裡作難 

3-2 保羅說凡受割禮的人是承擔著甚

麼？ 

       □ 欠著行全律法的債  

       □ 受奴僕的軛挾制  

6月13日-19日： 詩篇119:113-128、加拉太書4:8-5:15 

歡迎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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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59 

網上崇拜 49 0 9 

各堂人數 79 23 68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５７ 

本週讀經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劉瑩 李偉邦 

本週生日會友 

14/6 文翠瓊 17/6 嚴淑敏 

   盧佩儀 18/6 林孟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