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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本週崇拜背經：「但祢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來的。」 

（詩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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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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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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的國際新聞焦點，相信非阿富汗政治局勢

的變動莫屬。在新聞的片段中，知道美軍將要全

面的撤離阿富汗，而當地的政府軍又未能好好的

保護全國，於是在轉瞬之間，阿富汗武裝組織塔

利班政府一下子就攻佔了大量的國內城市。正當

美國要從首都喀布爾撤離所有領事人員之際，就

在另一邊，阿富汗的政府軍差不多在毫不反抗之

下就投降了，據報總統也第一時間遠走他方，留

下的，就是處於恐慌之中的人民，加上陸路所有

的邊境已經被封閉，餘下的就祇有從機場乘搭飛

機離開，於是大量的市民，都擁往首都機場，搶

搭班機離境。可惜，就在此時，發生令人驚嚇的

場景。 

一班載滿美國撤離家眷的軍機，被大量阿富汗

的人民圍困，市民要逼上已經滿載的航班上，甚

至有極多的人爬上登機橋。而當機門關上後，飛

機也開始滑行，但仍有大量的人群隨著飛機奔

跑，有拉著飛機的機身在半空懸掉著的、有跳上

飛機的機輪上方的、又有在跑道上飛奔追趕軍機

的，所以眼見飛機加速，跑道上人群就險象橫

生，甚至飛機起飛後，也有不少人從高空的機身

上跌下死亡，令人慘不忍睹。 

有美國國會議員形容這是另一場的西貢事件，

就是昔日美軍撤出越南，西貢淪陷，帶來當地極

大的恐慌，甚至當時的香港，也受到影響，大量

的難民乘船逃到本港，給香港整體社會帶來不少

的問題，相信大家不會忘記。 

弟兄姊妹，在末後的日子，確實有很多的天災人

禍的事出現，並且靠自己無人可以改變和逃避。

就在較早前國家總統被刺殺身亡的海地，在星期

六又發生了七點二級的大地震，新聞圖片中看見

大量的房屋被毀，至今已有近萬人傷亡，各地受

災嚴重，再預計稍後會有颱風侵襲，必定帶來更

大的創傷。其實這些都是世界上局部地區性的災

禍，是冰山一角而已。 

聖經告訴我們，當主耶穌再來之時，整個世界將

遭遇極大的災害，甚至遍及全地。因為聖經告訴

我們，將來神被積蓄的忿怒，將大大的傾倒在地

上，世人極難面對這些將要來到的大災難。唯有

信靠耶穌基督的，又能站立得穩，並在信仰上堅

定不移的信徒，才能避免這一切要來的災害。而

且，「原來，神的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

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壓制真理的人。」

（羅馬書1:18） 

所以，居安思危，我們基督徒就要時時儆醒、常

常祈求，更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要彼此相勸，

也要多傳福音、為主作工，將不義的人帶到神的

恩典之中。這樣，我們大家就可免去各種的災

難。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

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加福

音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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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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譚永怡執事  證道：陳永佳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蔡健成弟兄 

 禱告 
 唱詩 447 祢的恩典夠我用 
    128 耶和華喜樂靈 
    276 我的神我要敬拜祢 
    318 一生一世 
 證道 神聽禱告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裡去 
 奉獻 131 神的預備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8月22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周財勝牧師  證道：陳永佳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蔡健成弟兄 

 禱告 
 背經 
 唱詩 447 祢的恩典夠我用 
    128 耶和華喜樂靈 
    276 我的神我要敬拜祢 
    318 一生一世 
 證道 神聽禱告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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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友三執事  證道：陳永佳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周加恩姊妹 

 禱告 
 唱詩 124 哦！主發光 
    216 來慶賀 
    222 揚聲歡呼讚美 
    327 阿爸天父 
    288 標竿人生 
 證道 神聽禱告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裡去 
 奉獻 22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神聽禱告 

經文：路加福音18:1-8 

 

「1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

心。 2說：『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

尊重世人。 3那城裏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裏，

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冤。』 4他多

日不准， 後來心裏說：『我雖不懼怕神，也不

尊重世人， 5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

吧，免得她常來纏磨我！』 6主說：『你們聽這

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7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

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

嗎？ 8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了。然

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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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團契 

禱告會 

（三）福音主日：請弟兄姊妹為8月28日及29日的福音主

日崇拜代禱，及為福音對象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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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會安排同心提名禱告。 

    （一）連鎖禁食禱告雙週暨月禱會：8月 

15-28日是禁食禱告雙週，鼓勵各位同心為教會和弟 

兄姊妹邀請的福音對象及福音崇拜擺上禁食和禱告。 

• 請於禁食表上填上姓名，亦可透過小組或教牧登記；盼

每天都有弟兄姊妹參加，以達到連鎖禁食和彼此鼓勵。 

• 教會每天將弟兄姊妹的禱告上載到Facebook「HKTC網上

靈修」，並以whatsapp將禱文發給大家供一起禱告。 

• 月禱會：鼓勵各位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8月27日（週

五）晚上7-9時於和富禮堂舉行的月禱會。 

（四）崇拜安排：教會考慮若合乎「疫苗氣泡」的要求，崇拜的

座位可由場地可容納人數的50%增至100%。故此，各位參加崇拜

時，請於接待處表示是否已經接種新冠疫苗（不論已打一針或兩

針），讓同工即場統計已打疫苗的人數是否達到出席人數的三分

之二，以便決定加開座位的安排。 

• 為安排座位供慕道者及親友參加下週的福音主日崇拜，8月29

日下午2:30於和富加開午堂崇拜供弟兄姊妹參加。 

• 請每位弟兄姊妹在8月24日（二）之前為自己及親友報名，選

擇可參與實體崇拜的次序，教會將會通知報名結果，之後若不

能出席，請盡早通知教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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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福音主日 
8月28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直播）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   陳永佳傳道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陳文卿姊妹 
和唱   伍永嫦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梁佩霞輔導 
直播   鄧美瓊傳道 
     周加力傳道 

8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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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卿姊妹 
和唱   伍永嫦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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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瓊傳道 
主席   陳永基執事 
領詩   周加力傳道 
和唱   蔡健成弟兄 
     陳詠童姊妹 
結他   曾昭群執事 
     周加力傳道 
貝斯   何兆勤執事 
音響   袁漢強弟兄 
     楊揚根弟兄 
放映   吳浩章弟兄 
司事   梁寶瑛姊妹 
奉獻   曾少英姊妹 
     鄭嬋嬌姊妹 
     梅偉明執事 
總務   鍾國威執事 
值日小組 加利利 
     生命樹 
接待   蔡淑玲姊妹 
     王素貞姊妹 
讀經   鄭嬋珍姊妹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午堂 
〔下午二時半   和富〕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   陳永佳傳道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陳永佳傳道 

 名稱 

星期一查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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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一) 

24/8(二) 

26/8(四) 

27/8(五) 

28/8(六) 

28/8(六) 

28/8(六) 

 時間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10:30am 

 2:30pm 

 3:00pm  

地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家聚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家聚 

登記參與禁食的人數（於8月21日更新） 

8月15日(日)：2   8月20日(五)：5   8月25日(三)：4 

8月16日(一)：8   8月21日(六)：3   8月26日(四)：2 

8月17日(二)：7   8月22日(日)：1   8月27日(五)：4 

8月18日(三)：3   8月23日(一)：10   8月28日(六)：4 

8月19日(四)：3   8月24日(二)：3 

（二）洗禮：鑒於疫情，教會安排每次只為一位進行浸

禮。歡迎弟兄姊妹及受洗者的親友觀禮，共證主恩。 

 時間：8月29日（主日）上午10:00（新光15樓） 

 受洗者：梁蓮運伯母（點水禮）、李偉邦先生（浸禮） 



 

教會：主是教會的供應者，求主預備合適和較大會址。 

福音主日：求主聽我們為未信者的代禱，並感動慕道

者、親友、受訪家庭及學生家長出席福音崇拜。求主祝

福崇拜的預備、座位安排，及事奉人員都得蒙主保守。 

洗禮：求主保守洗禮順利進行，又保守受洗者的信心堅

固，並藉他們美好的信主見證來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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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難中經歷主的同在。 

• 為接種疫苗的弟兄姊妹及親友求主保守平安、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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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求主為尋找工作的肢體預備工作，

並看顧開工不足的肢體及家人的經濟不致缺乏。 

• 為快要開學的會友及子弟求主賜聰明，並校園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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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安全順利。 

受逼迫的信徒：求主賜平安給阿富汗的人民，又伸手保

護當中面對逼迫的信徒，安慰和堅固他們的信心。 

為弟兄姊妹邀請福音對象禱告 

經文：「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

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和你同去。祂必不撇下

你，也不丟棄你。」（申命記31:6） 
禱文：親愛的天父，願祢的榮耀彰顯在這福音主日和事

前籌備的當中。求祢讓各位弟兄姊妹都有願意擺上的

心，為祢的國度廣傳福音。福音是祢的大能，要救一切

相信的。求祢保守一班弟兄姊妹在祢裡面都有一顆

剛強壯膽的心，去邀請人來參與福音主日，亦求祢

保守在邀請福音對象時都順順利利，求祢除去一切

難阻，讓更多的人能認識祢。感謝讚美祢， 

禱告奉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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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告會： 

34

４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 

有信心和愛心。」（提摩太前書1:14）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弟兄姊妹 20 10 91 

網上崇拜 9 0 9 

慕道/新人 0 1 1 

各堂人數 29 11 101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４１ 

本週生日會友 

22/8 任圃賢 

23/8 黃鏡棠 

24/8 麥永恆 

本週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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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保羅說他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

督在保羅這罪魁身上顯明基督

的甚麼？ 

     □ 信心  □ 忍耐  

1-2 提摩太前書提到，願女人以甚

麼為妝飾？ 

    □ 廉恥 □ 自守 □正派衣裳 

 □ 編髮 □ 黃金 □珍珠 

 □ 貴價的衣裳  

8月22日-28日   詩篇4篇， 

箴言2:1-8，提摩太前書1:12-3:7 

歡迎到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 

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敞開的門奉獻: 

教會裝修奉獻: 

社區探訪奉獻： 

$4,736.00 

$28,825.00 

$60,000.00 

$60,000.00 

$3,000.00 

上週奉獻總金額：$156,5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