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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本週崇拜背經：「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 

（歌羅西書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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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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星期，全城矚目的，除了政府派

發消費券，此外，相信就是推遲了一年才開幕的

2020東京奧運會了，尤其當中本港的運動員有絕佳

的表現，至今奪取了一金二銀二銅的佳績，更令全

港的市民興奮不已。今年香港政府購買了奧運的轉

播權，讓五間廣播機構播放各項的比賽。弟兄姊

妹，你有收看嗎？ 

在奧運期間，有一小小的新聞，就是一些項目的

運動員，對運動服的大會要求有所質疑，例如某些

項目女性為何一定要穿裙呢？又為何沙灘排球的女

運動員要穿比堅尼？此外，不少的運動員身上的紋

身，也非常耀眼奪目，使我知道，在今天的世代，

傳統會受到衝擊，而紋身也早已是一種流行的文

化；故此，也想與大家在這方面淺談一吓。 

紋身，在教會的圈子內，大多都是傾向禁止的，

因聖經中的利未記19:28「不可為死人用刀劃身，

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所以，基督

徒一般對於紋身都是不贊成的，更何況在過往的日

子，紋身給大眾的印象都是較為負面，因為紋身的

圖案，很多都是一些魔鬼的面孔、頭骨、醜陋的標

誌，又或是一些低俗的圖片，讓人看後，都會產生

恐懼或厭惡感，就如過往的所謂「左青龍、右百

虎」的紋身，大多是一些江湖中人的記號，他們舉

止行為，很多都不被大眾所接受。 

昔日，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到達曠野、將要進

入迦南地，神便透過摩西將律例、誡命、典章，賜

給以色列人，就是要百姓勿沾染迦南當地的各種異

教風俗，要單單的事奉神，過一個分別為聖的生

活。有學者便指出，紋身是當地的迦南文化，涉及

異教信仰上的一種活動，就如巴力先知在迦密山上

求天降雨，他們便用刀刺自己的身體，求神明應

允。所以，上帝禁止紋身，就是阻止以色列人切勿

在信仰上與迦南人混雜，免得罪上帝。 

今天，基督徒面對時下文化的衝擊，我們又如何

面對呢？又若紋身的圖案是聖經、是十字架又如何

呢？弟兄姊妹，新約聖經中，保羅其實也給我們原

則性的指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

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哥林多前書10:23） 

故此，當我們考慮做一件事時，第一當然衡量這

是否必需的呢？另外是否可以叫自己或別人得著益

處，又或可否造就別人呢？當然是否合乎神的心

意，又或這事能否叫神得著榮耀，更是我們基督徒

的考慮重點。同樣，在紋身這事上，也可以用這方

法來作衡量的。聖經告訴我們，基督徒的身體是聖

靈的居所，我們要保養顧惜，而一般紋身則是長久

的記號，所以在決定前，必須要深思熟慮。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 

（哥林多前書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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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7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顧友三執事  證道：周加力傳道 

聖餐：顧友三執事  領詩：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377 叫我抬起頭的神 
    389 唯有耶穌  
    390 祢是配得 (聖哉聖哉全地唱)  
    209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349 腳步 
 證道 抓緊真知識 
 聖餐 30  至聖全能者 
 奉獻 173 若非耶和華建造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8月8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鄧美瓊傳道  證道：周加力傳道 

聖餐：鄧美瓊傳道  領詩：鄭玉卿姊妹 

 禱告 
 背經 
 唱詩 281 耶和華是我牧者 
    368 我要全心讚美 
    263 深深愛祢 
    360 成為神蹟的器皿 
 證道 抓緊真知識 
 聖餐 155 祂是神 
 奉獻 9   在主裡的活潑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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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加力傳道 

聖餐：陳永佳傳道  領詩：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377 叫我抬起頭的神 
    389 唯有耶穌  
    390 祢是配得 (聖哉聖哉全地唱)  
    209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349 腳步 
 證道 抓緊真知識 
 聖餐 151 榮耀歸於真神 
 奉獻 146 感謝神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抓緊真知識 

經文：歌羅西書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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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欖 

加利利、提比哩亞 

類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弟兄 

長者 

少年 

姊妹 

成人 

 日期 

 9/8(一) 

10/8(二) 

12/8(四) 

13/8(五) 

14/8(六) 

14/8(六) 

14/8(六) 

15/8(日) 

 時間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10:30am 

 2:30pm 

 3:00pm 

 2:00pm 

地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家聚 

小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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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8月14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直播） 

〔晚上七時正〕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聖餐  陳永佳傳道 

領詩   周加力傳道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梁佩霞輔導 

直播   鄧美瓊傳道 

8月15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聖餐  陳永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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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財勝牧師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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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揚根弟兄 

     楊穎駒弟兄 

放映   崔弘暉弟兄 

司事   梅偉明執事 

聖餐襄禮 陳秀梅姊妹 

     吳麗嬋姊妹 

     陳麗雲姊妹 

總務   顧海修弟兄(早) 

     阮志強弟兄(午) 

值日小組 比撒列 

     橄欖 

接待   孫美霞姊妹 

     黃綺薇姊妹 

讀經   徐敏玲姊妹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小組 

團契 

禱告會 

（二）社區探訪：請已報名參加的弟兄姊妹依時 

於8月8日（主日）下午2:30在和富小禮堂集合出發。 

    （一）教牧消息：周牧師放假至8月

11日（週三），期間的工作由其他同工代行。 

（四）福音主日：8月28日及29日的三堂崇拜定為福

音主日崇拜，請弟兄姊妹代禱及作出邀請的預工。 

屬靈認領：請為福音對象祈禱，並邀請親友參加福音

主日聚會，求主引領他們悔改歸主。 

請於福音對象認領咭填上親友姓名，並投入收集箱，

以便安排在教會同心提名禱告。 

（三）連鎖禁食雙週暨月禱會：8月15-28日（共14

天）定為禁食雙週，鼓勵各弟兄姊妹按自己的力量，

自選日子，同心禁食和禱告，為教會和弟兄姊妹預備

邀請的福音對象作出屬靈的擺上，願主悅納。 

請於禁食表上填上姓名，或透過小組或教牧同工登

記；盼望每天都有弟兄姊妹參加，以達到同心禁食和

彼此鼓勵的目標。 

並鼓勵各位預留時間參加8月27日（週五）晚上7-9時

於和富禮堂舉行的月禱會。 

（五）崇拜安排：感謝主，參加實體崇拜的人數漸漸

回升，並且有慕道者出席。然而，鑒於場地可容納的

人數為50%，近週已出現爆滿的情況，為免違反宗教

聚會的限聚人數條例，教會考慮若合乎疫苗氣泡的要

求，便可增加座位至場地可容納的100%人數。 

為此，各位參加崇拜時，請於接待處表示是否已經接

種了新冠疫苗（不論已打一或兩針），好讓同工即場

收集已打疫苗的人數是否達三分之二，以便決定加開

座位的安排。 

弟兄姊妹亦可透過教會的whatsapp通知教會是否已打

疫苗。 



 

教會：感謝主使教會的領袖們有了共識及決定，將會安

排進行一些設施維修，並物色購買較大的會址。求主保

守過程順利和供應，讓教會成為榮耀神的地方。 

社區探訪：求主感動受訪的家庭，吸引他們參加教會聚

會，並出席福音主日崇拜，有機會進一步認識救主。 

福音主日：求主祝福邀請福音對象的預工，聽我們為未

信者的代禱，並感動慕道者及親友出席福音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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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心門接受主耶穌為救主並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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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難中得享主的同在。 

• 為接種疫苗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平安順利，有效用。 

• 感謝主為轉工的弟兄姊妹預備了工作，求主保守他們

早日適應環境。仍然求主為尋找工作中的肢體預備工

作，又看顧開工不足的肢體及家人不會缺乏。 

• 為面對升學及前路選擇的弟兄姊妹及親友求主開路。 

比利時及台北真道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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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和網

上崇拜都安全順利。 

為社區探訪禱告 

經文：「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

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以賽

亞書52:7） 

禱文：慈愛的天父，感謝祢，祢是全地的主。求祢在我

們居住的城市中掌權及賜下平安。我們切切為8月8日的

社區探訪祈禱，求主憐憫拯救油麻地、旺角和大

角咀的各家庭脫離邪惡的捆綁，得著救恩。求主

賜福給各探訪義工，靠主大有能力傳講福音，高

舉主的聖名，見證生命之道。願聖靈同工，感動

聽見的人悔改歸主，得蒙拯救，使得救的人數不

住增加，榮耀歸主。感謝天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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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奉獻： 

慈惠奉獻： 

$3,547.00 

$93,804.00 

$300.00 

$200.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告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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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祂是各樣執政 

掌權者的元首。」（歌羅西書2:10） 

上週奉獻總金額：$97,851.00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弟兄姊妹 28 17 91 

網上崇拜 10 0 4 

慕道/新人 0 2 4 

各堂人數 38 19 99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５６ 

本週生日會友 

10/8 陳秀霞  14/8 施琼琼 

11/8 張鳳珍 

本週讀經 
8月8日-14日  詩篇2:7-12， 

箴言1:8-19，歌羅西書2:1-3:11 

歡迎到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 

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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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重組以下經文，在□中劃上 

11-1.   

 1)因愛心互相聯絡， 

 2)使他們真知神的奧秘， 

 3)以致豐豐足足在悟中有充足的信心， 

 4)就是基督。5)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 

  □ 5、4、2、3、1    □ 5、1、3、2、4 

11-2.  

1)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 

2)乃照人間的遺傳，3)和世上的小學， 

4)和虛空的妄言，  5)不照著基督， 

6)就把你們擄去。 

  □ 1、2、3、4、5 、6 

  □ 1、4、5、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