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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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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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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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疫情緩和下來，教會有機會開辦金色《門

徒》。幾年前已向大家介紹《門徒》課程，在此再

向大家介紹一遍，並請為學員代禱和打氣。 

《門徒》 這是一套於1988年開始廣泛地被採用

的課程，由美國循道衛理宗在1986至2001年間陸續

完成編訂，中文版由新架坡衛理公會編譯。這是以

聖經為本的門徒訓練課程，共分四個階段，用四種

顏色（紅、綠、紫、金）代表不同階段，各階段均

為期卅二至卅四週，設畢業營會。課程以八至十二

位學員的小組形式進行。強調研讀聖經、反省信

仰、檢視內在生命，旨在透過有深度、有規律之聖

經研讀，培養出堅強的基督徒領袖，通過基督化的

培育，使信徒成為扎實的「門徒」。 

嚴謹要求 報讀者需已信主受洗至少兩年，除了

必須委身自己盡力完成整個課程之外，同時也竭力

幫助其他學員完成課程，並且要立志每天都抽時間

備課，導師及學員每日研讀指定經文，從而為每週

的課堂交流和分享學習作好準備。每位畢業生在完

成一個階段之後，需要持續參與教會的事奉，然後

才可報讀下一個顏色的課程，以達到課程宗旨：

「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以弗所書4:12‧新譯本）紅門與綠門之間，

需持續事奉兩年，而綠門、紫門及紫門之間均只需

一年（按2017年3月修訂）。 

多元內容 每個階段的研讀內容均包括舊約與新

約的不同部份，每課配以視聽教材，由不同的聖經

學者或專家透過錄影講授，從多角度介紹課題的相

關資料、分析等。導師提出引導性的問題，學員可

在開放的氣氛中各抒己見與經驗。而研習經文方

面，因應經文的體裁與內容，運用不同的研經法。

從小組的互動學習及反省信仰，建立宏觀的聖經知

識、生活作出指引。「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約8:31）課程幫助學員對神話語有知識，經過反

省來透視神的心意，信仰扎根，一步一步實踐行

道，建立門徒的習慣與品格，達到效法主基督。 

真道《門徒》 教會於2008年開始申請開辦《門

徒》課程，至今已有64位弟兄姊妹完成紅門（四

屆），當中21位完成綠門（兩屆），而15位完成紫門

（兩屆），繼而12位即將於下月開始金門。弟兄姊

妹由開始報讀101課程，受洗之後，完成201課程，

直至完成整個系列的四個階段的《門徒》課程，至

少十年之久浸在學習與實踐服事中，乃一長途之門

徒旅程。教會起初開辦《門徒》，旨在讓弟兄姊妹

抽出人生的十年時間來持續學習和實踐主道，讓大

家作出值得的時間投資，在屬靈生命上必有回報。 

立志成長 生命成長是服事與佈道的動力根源，

當我們勇於委身屬靈生命的成長，生命就能帶出結

果子、繁殖的能力。相信不少信徒曾經想過要好好

地研讀聖經，為自己生命尋求成長之路，作個認真

的門徒。然而，面對厚厚的聖經，很多人都會感到

不知從何入手。如果你也面對過類此問題，又或者

想再次好好地有系統地研讀聖經，《門徒》課程可

以幫助你。鼓勵弟兄姊妹開始規劃你的時間表，在

不久的日子，主若許可，教會明年若能開辦紅門或

綠門的時候，盼望你能成為下一批的《門徒》學

員，研讀聖經，作主門徒。 

 鄧美瓊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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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日小組：加利利、生命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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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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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卿姊妹 

 禱告 
 唱詩 213 仰望祢榮光 
    271 當揚聲歡呼 
    118 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267 聖靈請祢來 
    431 恩典的記號 
 證道 屬靈的伙伴 
 聖餐 151 榮耀歸與真神 
 奉獻 180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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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卿姊妹 

 禱告 
 背經 
 唱詩 213 仰望祢榮光 
    271 當揚聲歡呼 
    118 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267 聖靈請祢來 
    431 恩典的記號 
 證道 屬靈的伙伴 
 聖餐 177 若有人在基督裏 
 奉獻 106 我們要先求祂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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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盡心盡性 
    398 保護以色列的必不打盹 
    273 寶貴十架 
    396 我對你的愛永不變 
 證道 屬靈的伙伴 
 聖餐 421 十架犧牲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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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伙伴 

經文：傳道書4:9-12 

 

 

「9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

好的果效。10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

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

有禍了。11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獨睡

怎能暖和呢？12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

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1.屬靈伙伴的重要 

 

 

 

 

2. 誰才是你的屬靈伙伴 

 

 

 

 

3. 過團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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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團契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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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或會多於一個） 

6-1 腓利門書是保羅寫給誰的？ 

□ 腓利門 □ 亞腓亞 □ 亞基布 □ 在腓利門家的教會 

6-2 以下哪些是保羅寫腓利門書的目的？ 

□ 求腓利門收納阿尼西母  □ 為保羅預備住處 

 名稱 

星期一查經組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上山通宵祈禱會 

恩典團 

少年團 

類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會眾 

長者

少年 

 日期 

 27/9(一) 

 28/9(二) 

 30/9(四) 

 30/9(四) 

 2/10(六) 

 2/10(六) 

 時間 

10:00am 

 6:30pm 

10:00am 

深夜12:30 

10:30am 

 2:30pm 

地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回歸紀念徑 

小禮堂 

小禮堂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10月2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網上）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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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佩霞輔導 

直播    鄧美瓊傳道 

      周加力傳道 

10月3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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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慕平姊妹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    譚永怡執事 

聖餐    周財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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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龍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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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加恩姊妹 

      鄭嬋嬌姊妹 

      林啟遠弟兄 

總務    鄧銘賢弟兄 

值日小組  職青、少青 

接待    高小菁姊妹 

      任圃賢姊妹 

讀經    黃健英弟兄 

福音性研經 鍾國威執事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一)上山通宵禱告：請於接待處報名

或聯絡教牧，並填上所需跪墊數量，以便預備

適量物資及出入和富商業大廈的安排。 

 地點：青衣回歸紀念徑 

 時間：9月30日(週四)深夜12:30至10月1日早上5:00 

 集合：9月30日晚上10:30於和富8樓（10:45出發） 

    晚上11:30於長宏邨巴士總站步行上山 

 自備：水、傘、防蚊用品，及額外的口罩作更換。 

 註：為免觸犯口罩令及限聚令，參加者於步行上

山、落山及禱告全程需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

離。弟兄姊妹參加之前，請考慮上述要求。 

（三）讀經計劃：10-11月的讀經範圍包括：詩篇、箴

言及希伯來書，靈修日程表附於週刊供各位作個人記錄

之用，並將會上載到教會網頁供瀏覽。 

歡迎繼續每週參加聖經問題，並加入Facebook的「HKTC

網上靈修」群組收看、收聽讀經及經文分享。弟兄姊妹

如有意參與讀經或分享，請聯絡鄧美瓊傳道。 

（二）同工休假：各教牧及幹事於10月1日（週五）放

假。會友如需使用教會場地，請預先聯絡教牧安排。 

（四）金色《門徒》課程：共有12位紫色《門徒》畢

業生報讀，將於10月3日（主日)第二早堂舉行開學獻

心禮，逢週三晚上課，共32課。 

（五）崇拜安排：各位參加崇拜時，請於接待處表示

是否已經接種新冠疫苗，如已接種，請出示記錄，讓

同工即場統計出示已打疫苗的人數是否達到場內人數

的三分之二，以便決定可否加開座位。每場聚會獨立

統計，以即場出示打針記錄的人數作準。 



 

教會：求主復興各小組和團契，保守弟兄姊妹在主裡更

多相聚，一同敬拜，彼此守望，互相分享，一同服事。 

慕道者：求主感動慕道者、親友、同事、同學及學生家

長們繼續參加聚會，得著拯救，有新的生命和生活。 

兒童主日學：求主賜聰明給小孩子，在主日學裡明白主

道。求主保守老師們靈活運用聖經來建立小孩的生命。 

溫習室：求主讓更多區內的小學生到教會使用溫習室，

讓小孩子不單止得到功課上的幫助，更藉此認識主。 

門徒課程：金門快將開課，求主保守導師及12位學員身

心靈健康，預備迎接新的學習，研讀聖經，作主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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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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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主為尋找工作的弟兄姊妹預備工作，工作時間不影

響返崇拜。又看顧開工不足的弟兄姊妹及家人。 

祝福社區：求主保守小組及弟兄姊妹在行區禱告中平

安，並聽各人為社區的禱告，祝福區內的市民和商舖。 

世界：各地不斷有天災、禍亂、政治動盪、人命傷亡，

使人心靈不安，求主憐憫、賜平安，讓在苦難中的人得

拯救。又求主安慰和賜平安給面對逼迫的弟兄姊妹。 

 

為教會的五部禱告 

經文：「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

恩賜的好管家。」（彼得前書4:10） 

禱文：慈愛的天父，感謝祢！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願祢繼續建立教會，使各樣的聖工興旺。求主使

用敬拜部、團契部、宣教部、門訓部和事工部，

讓各部的部長、部員和事工成員，都得著聖靈所

賜的恩賜；又求主保守他們按著真理服事，作恩

賜的好管家，滿有信心地善於運用屬靈的恩賜，

在愛中彼此配搭，使弟兄姊妹得著造就，教會健

康成長，成為榮神益人的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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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月禱會： 

39 

22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耶和華咒詛惡人的家庭，賜福與義人的居所。」 

（箴言3:33）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弟兄姊妹 18 14 95 

網上崇拜 11 - 5 

慕道/新人 - 1 3 

各堂人數 29 15 103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４７ 

本週生日會友 

26/9 李滿芬 

27/9 布志球 

1/10 鄭秀瓊 

本週讀經 

      9月26日-10月2日 

詩篇8:1-9:10，箴言3:27-35， 

腓利門書1章，希伯來書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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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奉獻： 

$4,230.00 

$30,098.00 

$40.00 

上週奉獻總金額：$34,368.00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劉麗雲 陳自強 林娜 

        陳桂生 潘寶全 

         冼佩麗 Freda 

          梁光玲 Lowell 

    許媛婷 雲蕊 陳惠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