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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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基 回想起報讀紅門，仍未退

休，完成後還到了台北真道教會作見

證。轉眼間，綠門、紫門都完成了，

還欠金門。知道金門開課，立刻就報

名，因為是我期待的。完成四個階段

課程，需要十多年時間，期待在學習

金門課程中，是喜樂的，是被聖靈充

滿的，跟隨主的信心更加堅定的。 

李倩萍 感謝主！我能入讀今屆金色

門徒課程，學習過程中，求主加我力

量，賜予聰明智慧，讓我能順利完成

整套門徒課程，期望藉研讀聖經，反

省信仰，更深認識上帝，生命得著更

新，並以上帝的話語作生活指引。 

馮婉君 金色門徒課程在10月開課

了。回想之前上紅、綠、紫色課程

時，使我對聖經真理和歷史人物有很

多的認識外，最使我能津津樂道的就

是和同學們有美好的相交和互相關懷

代禱，盼望在金門課程學習中再次享

受到同學們的關愛呢！ 

鄭玉卿 紅、綠、紫之後，期待已久

的金色門徒課程終於開課了，感謝

主！報讀金門課程目的是想要增加對

神更深入的認識，盼望能在信仰上更

堅固，在各樣服事上更有信心。望藉

此課程能明白更多神的旨意，讓我能

堅守真道，成為神喜悅的兒女，榮神

益人！感謝主！ 

鄺香屏 感謝主！金色門徒開課及接

受報名，心情既高興又不知所措，因

不知體力能否完成課程，為要完成心

願，決定報讀。感恩可以與弟兄姊妹

一同研讀聖經。願聖靈同在，賜我智

慧和足夠精神完成課程，榮耀歸主。 

梅偉明 今天期待已久的金色門徒課

程終於開課了，再次能夠與11位同學

一起學習是我的福氣，新的課程期望

可以從多角度更深入探討上帝的旨

意，讓神的話更新我的生命，帶領我

前面的路向。 

何國偉 紅門至今，十多載學習，認

識慈愛信實的神，對世人、對我的拯

救。世事多變，主恩不變。金門對聖

民的意義是彌賽亞終末臨到、完全得

贖的盼望。課程走近末段，面對金

門，再次反醒，望能有真理有行為，

盡活神悅納的人生。 

張鳳珍 最初報讀門徒課程是希望可

以透過課程的內容去更新自己對聖經

的認知，從而對神的話語確信。借用

使徒保羅的說話：「因為我知道我所

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全祂所交託

我的，直到那日。」（提後1:12）期待

金色門徒課程能夠和一班同學一起學

習，並畫上完美的句號！ 

伍永嫦 又一階段的開始！感恩可以

參與金門課程，有弟兄姊妹們一同學

習，可以彼此鼓勵推動，期望與同學

們一起在基督耶穌裡生根建造，長大

成熟，生命中滿有各樣屬靈的果子，

能見證神的榮美，吸引人認識神，將

榮耀歸與神。 

吳綺華 最近環境的變遷、身體的軟

弱令我感到無力、憂慮、逃避，更而

進入自我封閉，不願接觸人或事。讓

我想到出埃及時期的以色列人，明明

見到神蹟、經歷神的施恩和憐憫，卻

還懷疑和埋怨神。現在《金門》課程

的召開，喚醒我應要重拾靈修的生

命，身心靈都回歸到神的面前。 

何兆勤 期待已久的金門之旅，終於

開課了。當初毅然踏上門徒之路，學

習作主門徒，奮進十年，看似漫長，

如今晃眼就過。期望與一眾同學排除

種種艱辛，一起攜手走畢整個門徒旅

程。 

蔡健成 感恩，教會開辦金門課程。

最初報讀紅門課程，已是十多年前，

回想過去報讀紅、綠、紫門徒課程，

雖然感覺吃力的時候，但卻也帶來少

時返學興奮的回憶。報讀金門課程，

知道這幾個月要和同學們一起積極學

習，期望完成課程後，同學間更多認

識外，能更多認識我們的獨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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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日小組：職青、少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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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周財勝牧師  證道：鄧美瓊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鄭玉卿姊妹 

 禱告 
 唱詩 18  因祢的慈愛 
    368 我要全心讚美 
    397 盡情的敬拜 
    400 全然為祢  
 證道 生命樹的應許 
 聖餐 36  主啊！祢是寶貴 
 奉獻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禱告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10月3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周財勝牧師  證道：鄧美瓊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鄭玉卿姊妹 

 禱告 
 背經 
 唱詩 18  因祢的慈愛 
    368 我要全心讚美 
    397 盡情的敬拜 
    400 全然為祢  
 證道 生命樹的應許 
 聖餐 36  主啊！祢是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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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美瓊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23  頌 
    230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 
    253 祢是君王 
    283 祢是何等榮美 
 金色《門徒》獻心禮 
 證道 生命樹的應許 
 聖餐 36  主啊！祢是寶貴 
 奉獻 394 普通的人 
 禱告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生命樹的應許 

經文：啟示錄2:7下 

 

 

「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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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團契、禱告會 

 聚 會 

星期一查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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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欖 

加利利、提比哩亞 

類 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成人 

弟兄 

長者 

少年 

姊妹 

成人 

 日 期 

 4/10(一) 

 5/10(二) 

 7/10(四) 

 7/10(四) 

 8/10(五) 

 9/10(六) 

 9/10(六) 

 9/10(六) 

10/10(日) 

 時 間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7:00pm 

10:30am 

 2:30pm 

 3:00pm 

 2:00pm 

地 點 

戶外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家聚 

小禮堂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10月9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網上） 

〔晚上七時正〕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聖餐 顧友三執事 

領詩    顧友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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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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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伍妹姊妹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聖餐 陳永佳傳道 

領詩    顧友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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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漢強弟兄 

      黃安華弟兄 

放映    吳浩章弟兄 

司事    梅偉明執事 

聖餐襄禮  陳麗雲姊妹 

      阮志強弟兄 

      陳永基執事 

總務    吳浩章弟兄 

值日小組  提比哩亞 

      婦女組 

接待    王素貞姊妹 

      黃綺薇姊妹 

讀經    鄭嬋珍姊妹 

福音性研經 蔡健成弟兄 

值日同工  鄧美瓊傳道 

 （一）讀經計劃：10月-11月的讀經範圍包括： 

詩篇、箴言及希伯來書。請於接待處索取靈修日 

程表作個人記錄之用，亦可於教會網頁瀏覽日程表。 

• 歡迎繼續每週參加聖經問題。 

• 鼓勵各位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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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的讀經或分享，請聯絡鄧美瓊傳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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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即場統計能夠出示打疫苗記錄的人數是否達到場

內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便決定可否加開座位。依例每

場聚會獨立統計，以即場出示打針記錄的人數作準。 

• 新光大廈地下及升降機內的「安心出行」二維碼，

與15樓張貼的相同，如弟兄姊妹感到方便，可選擇

在地下大堂或升降機內掃瞄「安心出行」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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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請參閱希伯來書第一章，並重組以下經文。 

    (a) 你喜愛公義     (b) 所以上帝   (c) 用喜樂油膏你 

    (d) 就是你的上帝   (e) 恨惡罪惡   (f) 勝過膏你的同伴。 

    □ a、d、e、b、c、f     □ a、e、b、d、c、f 

7-2. 請參閱希伯來書第二章，重組以下經文。 

    (a) 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  (b) 並聖靈的恩賜， 

    (c) 同他們作見證   (d) 和百般的異能   (e) 用神蹟、奇事 

    □ a、e、d、b、c        □ a、b、c、d、e 



 

崇拜：求主感動弟兄姊妹恆常參加崇拜，除去阻礙人參加

崇拜的困難；又求主保守眾人用心靈按真理來敬拜天父，

甘心樂意事奉主，蒙主悅納，在聚會中與主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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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祝福小孩子在主日學開心又能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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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金色門徒課程的導師及12位學員身心

靈健康，在學習當中有更多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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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主祝福弟兄姊妹在職場上順利，依靠主，忠心工作，

分別為聖，顯出是屬神的人，有美好見證，榮耀主名。 

祝福社區：求主保守小組及弟兄姊妹在行區禱告中平安。

求主垂聽各人為香港各社區的禱告，祝福市民和商舖。 

世界：求主憐憫、賜平安給身心靈不安的人，讓苦難中的

人得拯救。又求主安慰受逼迫的弟兄姊妹，與他們同在。 

 

為弟兄姊妹作主門徒禱告 

經文：「於是耶穌對信了祂的猶太人說：『你們若持

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8:31‧

新譯本） 

禱文：慈愛的天父，求主使用教會的聖經課程及查經

班，讓弟兄姊妹在真理上得到裝備，並且使用我們眾人在

教會事奉，在生活中實踐主道，作主門徒。求真理

的聖靈繼續引導弟兄姊妹，在凡事上按真理而行；

每當遇到人生的抉擇時刻、試探或困難的時候，得

到真理的聖靈感動，想起主的話語，懂得持守主的

道，依靠神得勝，不致灰心或失腳。又求主保守我

們常住在主裡面，生命滿結佳果，榮耀主 

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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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禱告會： 

上山通宵禱告：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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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祂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希伯來書2:18）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弟兄姊妹 25 14 82 

網上崇拜 13 - 3 

慕道/新人 - - 1 

各堂人數 38 14 86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３８ 

本週讀經 

        10月3日-9日 

詩篇9:11-20，箴言4:1-9， 

希伯來書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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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2.00 

$2,785.00 

上週奉獻總金額：$7,117.00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陳惠愉 

本週生日會友 

5/10 曾少英 談美珍 

6/10  陳詠童 

7/10  李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