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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本週崇拜背經：「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腓立比書1:2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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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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們在時事新聞之中，得悉

世界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災難發生，有局部地區性

的，也有整個世界一起要面對的，當中有天災，也

有人禍。這告訴我們全地都沒有一處叫人可以安居

的地方。當然，較早前在美國東南部的佛羅里達州

邁阿密公寓的倒塌，就震驚世界，當中有數十人死

亡，百多人失踪，這事竟發生在先進的美國，實令

人驚訝。另外，前幾天，美國西面的加州，因炎

熱、乾旱、大風的緣故，引致大型的山火出現，至

今連加州已經有12個州受到火災的威脅；據知，這

是十年以來最多的火警警報，直逼民居。 

另外，近日大家的焦點都落在加勒比海的海地這

個細小國家，總統被行刺死亡，帶來整個國家陷於

混亂，而其本身就已經治安敗壞。故此，就有網上

呼籲大家現在切勿前往，免生命受到威脅。而鄰近

的古巴，發生了三十年以來的最大示威，民眾向政

府表達訴求，原因是一直被制裁，經濟毫無起色，

近又新冠疫情肆虐，政府並無有效的應對措施，帶

來民眾的反對。 

昨天，看電視新聞，湖南鄭州同樣受到千年一遇

的水災，畫面令人震撼。星期二曾與身處比利時的

陳少展牧師通電話，順道代表教會關心比利時的情

況，因為知道歐洲多國亦受到豪雨的侵襲，洪水處

處，經濟損失不輕，更且死傷人數也不少。比利時

也受到這次水災的襲擊，少展牧師告知，比利時東

部災情嚴重，摧毀了不少房屋，昔日處於河邊豪華

的住宅，本來就是山明水秀、富人群居的地方，這

次卻是受災最重，且是晚上來襲，居民無所預備，

祇能眼看著財物被毀、生命消失，叫人欲哭無淚。

少展牧師道來，也非常唏噓。感謝主！少展牧師和

教會地處比利時的北部，未有受災。 

少展牧師提醒我們，現時的歐美各國違背聖經的

教導，大眾都離善行惡，道德敗壞，尤其有關同性

戀的惡行，更是在多國中立法通過，處處升起代表

的彩虹旗，甚至有牧師講道涉及不認同的說話而被

拉被囚，敵擋真道。故此，他認為這觸發了神的憤

怒，預見將會帶來各種更惡劣的境況。基督徒在這

時刻，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 

馬太福音24章告知我們，世界會越來越混亂，有

天災人禍的出現。此時，主耶穌要基督徒消極的忍

耐到底，必然得救；而積極的，就是要將天國的福

音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故此，弟兄姊妹，今

天我們就要好好的預備、追求、渴慕，多讀經、多

禱告，堅定自己。另外，就要積極的傳福音，多作

主工，帶領更多人歸主。 

宣教部將8月29日定為福音主日，這是一個收割的

日子，就讓我們一同來邀請親友出席，大家可以採

用「福音五部曲」的程序：認定福音對象、為對方

祈禱禁食、接觸聯絡、向對方傳福音作見證、邀請

出席聚會。 

求天父與我們同在，也有聖靈同工。願神蹟奇事

隨著我們所傳的福音。阿們！ 

 周財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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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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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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4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周財勝牧師  證道：蘇惠蘭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陳文卿姊妹 

 禱告 
 唱詩 103 我們又在一起 
    158 讓讚美飛揚 
    209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447 祢的恩典夠我用 
    348 恩典之路 
 證道 活出基督生命的喜樂 
 聖餐 60  榮耀神羔羊 
 奉獻 118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7月25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周財勝牧師  證道：蘇惠蘭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陳文卿姊妹 

 禱告 
 背經 
 唱詩 103 我們又在一起 
    158 讓讚美飛揚 
    209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447 祢的恩典夠我用 
    348 恩典之路 
 證道 活出基督生命的喜樂 
 聖餐 60  榮耀神羔羊 
 奉獻 118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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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惠蘭傳道 

聖餐：陳永佳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320 祢是用以色列讚美為寶座的 
    297 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 
    417 我要愛慕祢 
    407 主祢是我的一切 
 證道 活出基督生命的喜樂 
 聖餐 151 榮耀歸與真神 
 奉獻 166 人的憂慮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活出基督生命的喜樂 

經文：腓立比書第一章 

 

 

一‧感恩祈禱的喜樂 

 

 

 

二‧逆境中的喜樂 

 

 

 

三‧服事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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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一) 

27/7(二) 

29/7(四) 

30/7(五) 

31/7(六) 

31/7(六)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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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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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7月31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直播）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聖餐  蘇惠蘭傳道 

領詩   伍永嫦姊妹 

和唱   陳文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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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聖餐  陳永佳傳道 

領詩/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胡伍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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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永嫦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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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穎駒弟兄 

     楊揚根弟兄 

放映   吳浩文弟兄 

司事   鄧婉儀姊妹 

聖餐襄禮 譚永怡執事 

     周加恩姊妹 

     林啟遠弟兄 

總務   鄧銘賢弟兄 

值日小組 職青 

     少青 

接待   陳少媚姊妹 

     任圃賢姊妹 

讀經   黃健英弟兄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小組、團契、禱告會 

（六）週刊：已申請參加「網上晚堂」的會友會收到電

子版週刊。若個別會友需要教會以whatsapp提供電子版

週刊，請發訊息到教會的whatsapp（91790405）提出要

求。此外，每週的週刊上載於教會網頁供瀏覽。 

（二）兒童暑期班：歡迎介紹親友的子弟參加。 

 對象：升讀小二至小四的學生 

 日期：8月2日-13日（逢週一至五下午2:30-5:00） 

 地點：和富8樓 

 內容：中、英、數、聖經故事、手工藝、電影欣賞等 

 留位費：$300（全程出席者可獲全數退款） 

 報名：名額12位，尚餘少量名額。詳情請參閱接待處

的章程，或聯絡蘇傳道。 

（三）社區探訪招募：宣教部安排關懷活動，鼓勵各位

參加，探訪大角咀及油麻地的家庭，他們已經接受福音

及可繼續跟進，組員可為他們祈禱，帶領他們歸主。 

 集合：8月8日（主日）下午2:30於和富8樓AB房 

 報名：請於接待處登記，或聯絡鄭玉卿姊妹 

（四）１０１—加入教會課程：凡已信主並決定於8月

29日（主日）受洗歸入主耶穌的名下，或已受洗的弟兄

姊妹有意加入本會作會友，請報名參加。 

 時間：8月8日及15日（主日）下午2-4時 

 地點：和富8樓 

 報名：請於接待處索取章程報名表，並向教牧報名。 

（五）福音主日：8月28日及29日的三堂崇拜定為福音

主日崇拜，鼓勵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參加，並為他們禱

告，求主幫助親友悔改歸主。詳細資料稍後公佈。 

     （一）教牧消息： 

• 鄧美瓊傳道應邀於本主日早上到基石教會證道。 

• 蘇惠蘭傳道將於8月1日開始退休，她自2001年

12月開始於本會一直忠心、殷勤的服事，本會 

 謹此致謝，願主祝福和帶領她退休後的生活愉快。 

 蘇傳道的工作將由其他同工分擔。 



 

教會：求主引導教會的方向，在會址及裝修事上明白主

的旨意，並得到主的供應，讓教會成為榮耀神的地方。 

兒童暑期班：求主保守導師們的預備，讓教會服事和吸

引兒童，與家長們一同接觸教會，能到主跟前。 

慕道者：求主祝福已決志信主及慕道的親友能在聚會和

生活中遇見主，受聖靈感動，早日受洗歸主名下。 

弟兄姊妹：（請提名為有需要的肢體和親友禱告） 

• 求主安慰和醫治在患病、情緒困擾、傷心和恐懼、心

靈軟弱的弟兄姊妹及家人。 

• 為長期病患的和長者求主看顧他們身體和心情平穩。 

• 為接種疫苗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平安。 

• 求主為尋找工作的弟兄姊妹預備合適工作。又求主看

顧開工不足的在經濟上得蒙保守及供應。 

• 為面對升學及前路選擇的弟兄姊妹及親友求主開路。 

比利時真道教會：求主止息當地的疫情，保護教牧、長

執和弟兄姊妹都身心靈平安，不受害，崇拜安全順利。 

世界：求主止住各國的疫情和變種病毒的擴散。又求主

憐憫各地的災情，祝福救災工作，讓人恢復平穩生活。 

香港：感謝主的保守，願主的平安和拯救繼續臨在，疫

情止息不返、市民生活穩定、失業率下降、經濟復甦。 

為教會禱告 

經文：「你們不要憂愁，因為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

是你們的力量。」（尼希米記8:10） 

禱文：慈愛的天父，頌讚祢！這世代的問題處處，個

人、家庭，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叫弟兄姊妹受壓

到喘不過氣來；然而，我們卻要走到祢的祭壇

前，將一切的愁煩和重擔卸下給祢，求祢賜我們

力量勝過困難，使我們內心享受輕省，因祢天天

背負我們的重擔，祢是拯救我們的

神、是賜給我們無限喜樂的神，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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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5.00 

$51,385.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告會： 

月禱會: 

35 

3 

25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書4:13） 

上週奉獻總金額：$55,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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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保羅說他只有一件事，哪是甚麼？ 

  □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

竿直跑 

  □ 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 

9-2. 保羅勸誰人要在主裡同心？ 

  □ 友阿爹  □ 循都基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弟兄姊妹 25 11 84 

網上崇拜 11 6 3 

慕道/新人 1 0 2 

各堂人數 37 17 89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４３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梁麗華 

本週生日會友 

30/7 李慕平 

本週讀經 7月25日-31日    詩篇1篇、腓立比書3-4章 

歡迎到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