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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本週崇拜背經：「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希伯來書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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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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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

主。」（羅馬書12:11） 

弟兄姊妹，保羅在羅馬書中，當提及基督徒

要將身體當作活祭的獻上時，就提到信徒之

間是彼此互為肢體的關係，又指出大家要按

神所給的恩賜，在基督裡彼此的配搭、互相

的服事，接著就教導大家：「殷勤，不可懶

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羅馬書

12:11）。 

昔日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就親自的成了一

個榜樣，讓基督徒去效法和學習。祂告訴門

徒，祂來到世上的工作，就是要服事人，「因

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福

音10:45） 

從福音書中，我們看見主耶穌服事的對象，

不論是貧富貴賤，男女老幼，祇要有需要，

祂都樂意的去幫助，甚至不理會環境如何的

惡劣，別人有如何的意見，主耶穌就是不分

晝夜、殷勤工作的去服事人；甚至聖經告訴

我們，主耶穌忙碌到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

「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祂

連飯也顧不得吃。」（馬可福音3:20） 

弟兄姊妹，今天的教會同樣也是事務煩瑣，

故此在一些事情上或會有所疏忽。但感謝

主，弟兄姊妺往往在有需要的時候，都會主

動的起來，堵塞了各種的破口，讓問題得以

解決。 

每當提到服事，我們就會想起路加福音第十

章中的馬大，當時主耶穌到訪伯大尼，馬大

就主動的接待，並且殷勤的服事，雖然主耶

穌在當中稱讚馬利亞坐著聽道，是上好的福

份，但我們知道，若沒有馬大在背後的服

事，又怎能有美好的場景讓人學習主的教導

呢？所以，當我們除去服事中的「思慮煩

擾」、「心裡忙亂」，同樣我們也可以從服事中

享受到那「上好的福份」。 

弟兄姊妹，假若我們都能殷勤的服事，相信

教會就不一樣了。上星期在文章中提到，今

天我們不需要天父上帝親自開口的吩咐，祇

要我們察覺教會有需要，大家就應主動的服

事，這樣，教會就必大大的興旺。今天教會

有很多不同的事奉崗位，它們都需要大家的

加入和參與，而每一個基督徒都是可以服事

的；故此，請向教牧同工或各事工領袖查

詢，必定有一個崗位適合你的。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4:16） 

 周財勝牧師 



2 基 督 教 香 港 真 道 教 會    週刊  基 督 教 香 港 真 道 教 會    週刊  

★ 值日小組：迦拿、葡萄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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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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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健成弟兄 

 禱告 
 唱詩 140 環繞 
    128 耶和華喜樂靈 
    97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450 耶和華坐著為王 
 證道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禱告 
 報告 
 背經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11月28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蘇惠蘭姊妹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蘇惠蘭姊妹  領詩：蔡健成弟兄 

 禱告 
 背經 
 唱詩 140 環繞 
    128 耶和華喜樂靈 
    97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450 耶和華坐著為王 
 證道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裏去 
 奉獻 12  走到神的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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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讓讚美飛揚 
    293 喜樂泉源 
    453 敬拜的心 
    446 我心屬於祢 
 證道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257 主的愛 
 禱告 
 報告 
 背經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經文：希伯來書13:1-4 

 

「1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2不可忘記用愛

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

接待了天使。3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

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

也在肉身之內。4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

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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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會 

星期一查經組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迦拿、葡萄樹、生命樹 

職青 

比撒列 

恩典團 

少年團 

加利利、提比哩亞 

類 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成人 

職青 

弟兄 

長者 

少年 

成人 

 日 期 

29/11(一) 

30/11(二) 

 2/12(四) 

 2/12(四) 

 3/12(五) 

 3/12(五) 

 4/12(六) 

 4/12(六) 

 5/12(日) 

 時 間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7:00pm 

 7:00pm 

10:30am 

 2:30pm 

 2:00pm 

 地 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12月4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網上）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顧友三執事 

主席、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陳永佳傳道 

直播    鄧美瓊傳道 

12月5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顧友三執事 

主席、聖餐 鄧美瓊傳道 

領詩    鄭玉卿姊妹 

和唱    蔡健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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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友三執事 

主席、聖餐 陳永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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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永怡執事 

      周加恩姊妹 

      鄭嬋嬌姊妹 

總務    鄧銘賢弟兄 

值日小組  職青、少青 

接待    劉慧儀姊妹 

      陳少媚姊妹 

讀經    任圃賢姊妹 

福音性研經 鍾國威執事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五）崇拜安排：請各位配合法例要求，包括：量體

溫、清潔雙手、掃瞄「安心出行」二維碼或填個人出席

資料，以免觸犯法例。 

 如已接種新冠疫苗，請出示記錄或將記錄影印本提供

給教會，當人數合乎「疫苗氣泡」要求，同工便會按

需要加開座位。 

本週聖經問題 請填上姓名及答案，以手機拍下本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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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箴言第六章提到，行甚麼事的是無知，必喪掉生命？   □ 因飢餓偷竊充飢的   □ 與婦人行淫的 

15-2 希伯來書 13 章提及，誰人已經被釋放？              □  保羅    □ 提摩太 

小組 

團契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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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1—加入教會課程：鼓勵凡已信主並決定於12月

26日（主日）受洗歸入主耶穌基督的名下，或已受洗的

弟兄姊妹有意加入本會作會友，均請報名參加。 

 時間：12月12日及19日（主日）下午2-4時 

 地點：和富8樓AB房 

 報名：請於接待處索取章程，12月9日之前向教牧報名 

（四）委任執事：現任的七位委任執事將於本年12月底

任期屆滿，教會正籌備委任新一屆執事，於明年1月進

行委任，任期3年由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底為止。 

現有六位弟兄姊妹接受提名作下一屆委任執事，包括：

何國偉、何兆勤、陳永基、鍾國威、張鳳珍、蘇惠蘭。 

請各位會友為委位執事的事宜代禱，求主使用他們。若

弟兄姊妹對上述提名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教牧同工。 

（二）讀經計劃：12月的讀經範圍包括：詩篇、 

箴言、雅各書及路加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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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聯絡鄧傳道。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弟兄姊妹 25 16 83 

網上崇拜 12 - 3 

慕道/新人 2 - 2 

各堂人數 39 16 88  

教會：感謝主，部份維修工作已順利完成。求主繼續保守

教會場地的使用，又賜給教會更大的地方，榮神益人。 

慕道者：求主繼續在慕道親友的心中動善工，感動他們參

加小組、團契及崇拜，讓他們認識主更多，早日受洗。 

 求主保守已決定受洗歸主的決志者的信心堅定不移。 

學生：求主賜聰明智慧給學生們來分配時間在學習、生活

和親近神。又求主賜精神體力給他們應付功課和考試。 

 求主加力量給進修中的弟兄姊妹，可以有充足的精神體

力和聰明應付工作及學習的壓力，更讓他們學以致用。 

弟兄姊妹：（請提名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親友禱告） 

 求主繼續安慰和醫治在患病、情緒困擾、傷心和恐懼、

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及親友，患難中心存盼望。 

 近日天氣轉變不定，求主保守長者及體弱的弟兄姊妹。 

 為接種疫苗的弟兄姊妹及親友求主保守平安、有效。 

 為近期轉工、遇上工作困難或壓力的弟兄姊妹求主開

路，讓他們能夠卸下重擔，靠主喜樂，有力量度過。 

香港：為政府的政策、選舉及防疫措施禱告，求主賜下智

慧，使管治和民生各方面都帶給市民生活安穩。 

比利時真道教會：歐洲的疫情反彈，求主憐憫，保護當地

教會的教牧、長執和會眾平安，崇拜及活動能平安進行。 

各國：為各地的天災禍亂和政治動盪求主憐憫、賜下平安

。更求主安慰各地面對逼迫的弟兄姊妹，與他們同在。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 

經文：「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

行傳16:31） 

禱文：慈悲仁愛的天父，祢是愛世人的主，祢不願一人沉

淪，祢能拯救世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我們將還

未信主的家人交託給祢，求主賜下恩典，感動他們

認識祢是獨一的真神、是唯一的救主。主啊！在祢

沒有難成的事，求聖靈引領他們悔改、離棄偶像、

早日歸向祢，成為祢的兒女。主啊！甚願我們全家

和後代都得蒙拯救，活在盼望中，在世榮耀主名。

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們！ 

基 督 教 香 港 真 道 教 會    週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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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兒童主日學：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禱告會: 

月禱會: 

7 

34 

4 

22 

上週主日學、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願我的判語從祢面前發出，願祢的眼睛觀看公正。」

（詩篇17:2）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４３ 

本週讀經 

   11月28日-12月4日 

詩篇17:1-5，箴言6:20-35， 

希伯來書13:22-25，雅各書1章 

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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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1.00 

$5,250.00 

$200.00 

上週奉獻總金額：$8,411.00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林娜 廖炳權 

本週生日會友 

29/11 楊揚榕 

 2/12 翁建銓 鄧慧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