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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崇拜背經：「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篇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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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嘗試過每天花一些時間

（或許5分鐘，又或許是10分鐘）親近神、讚美主

嗎？詩篇第66篇開頭就說：「全地都當向神歡

呼！歌頌祂名的榮耀！用讚美的言語將祂的

榮耀發明！」（詩篇66:1-2）在全本聖經中向

神發出讚美的經文不計其數，隨手拈來，都可以

成為我們讚美神的張本。而在詩篇150篇中就給信

徒一個很重要的信息：要讚美耶和華！ 

弟兄姊妹，或許你會很容易透過經文去默想神，

在崇拜聚會中以詩歌去頌讚神，也容易把我們的

需要向神祈求。但是當回到平日的生活當中去操

練讚美，對大家來說可能會較為陌生，對讚美的

實際內容和可運用的言語會很稀少。因此，對部

分的肢體來說，操練讚美是很不熟悉的一件事。 

然而讚美卻正正能夠帶我們進入神的同在；讚美

使我們在屬靈爭戰中得勝；讚美是我們在外邦人

中的見證；讚美更是我們向神所獻上的祭物—

「耶和華啊，求祢悅納我口中的讚美為供

物。」（詩119:108上）神的子民，該是一群讚美

的子民。 

在這裡列出其中的經文，讓大家知道可以如何實

際操練讚美的步驟，在連續一個星期中每天用一

段經文向神獻上讚美的祭，甚至可以每星期重覆

的使用，當持之以恆的進行讚美的操練，相信必

定能夠經歷讚美所帶來的祝福，從而提升靈命。 

經文：1. 詩24:7-10；2. 詩27:1-6；3. 詩113；

4. 詩121；5. 賽12:1-6；6. 弗1:3-14。 

實際操作步驟： 

1 分別出一段時間〈最好是早晨〉及不受打擾的

地方。 

2 安靜你的心，把裡面的靈藉著簡單的信心和呼

求帶到主的面前。 

3 你可以先出聲朗讀全段經文，再一句一句一邊

讀一邊禱告，越咀嚼，主的話就越發出亮光，

引導我們的思想，給我們越豐富的言語稱謝

祂、頌讚祂，喜樂、榮耀、信心、得勝、和盼

望就逐漸充滿我們的靈與魂。 

4 把最觸動你的經文背起來，將來隨時可用。 

5 讀的時候，不要匆忙，要給聖靈充裕的時間，

在讀的時候讓神在我們的生命中工作，使我們

在靈裡中明白、得著亮光，並更深的進入主的

同在當中。 

6 最後以禱告回應神。 

盼望經過一星期讚美的操練，使我們能夠成為一

個隨處、隨時、天天讚美的基督徒，常「用讚美

的言語將祂的榮耀發明」！阿們！ 

 周加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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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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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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大綱 
講題：良善的僕人 

經文：馬太福音25: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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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撒列、橄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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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6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鄧美瓊傳道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鄧美瓊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416 這裡有榮耀 
    24  來高聲唱 
    417 我要愛慕祢 
    378 祢的愛不離不棄 
 證道 良善的僕人 
 聖餐 36  主啊！祢是寶貴 
 奉獻 197 愛的禮物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7月17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鄧美瓊傳道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鄧美瓊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背經 
 唱詩 23  頌 
    319 哀哭變為跳舞 
    363 永遠敬拜 
    390 祢是配得 
 證道 良善的僕人 
 聖餐 36  主啊！祢是寶貴 
 奉獻 18  因祢的慈愛 
 禱告 
 報告 
 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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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財勝牧師 

聖餐：陳永佳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347 滿有能力 
    2   耶和華尼西 
    267 聖靈請祢來 
    27  以色列的聖者 
 證道 良善的僕人 
 聖餐 328 耶穌我愛祢 
 奉獻 24  來高聲唱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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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7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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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健成弟兄 

和唱    鄭玉卿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黃惠瓊姊妹 

讀經    曾嘉愉弟兄 

直播    吳浩章弟兄 

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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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健成弟兄 

和唱    鄭玉卿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李慕平姊妹 

第二早堂 

主日崇拜 

〔上午十時半〕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    譚永怡姊妹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周加力傳道 

和唱    伍永嫦姊妹 

      任圃賢姊妹 

結他    曾昭群執事 

      周加力傳道 

貝斯    何兆勤執事 

音響    楊穎駒弟兄 

      黃安華弟兄 

放映    吳浩文弟兄 

司事    梅偉明弟兄 

聖餐襄禮  吳綺華姊妹 

      鄭嬋嬌姊妹 

      黃鼎康弟兄 

總務    黃安華弟兄(早) 

      劉綽希弟兄(午) 

值日小組  提比哩亞 

      婦女組 

接待    黃瑞蓮姊妹 

      陳少媚姊妹 

讀經    鄭嬋珍姊妹 

守望禱告  曾少英姊妹 

福音性研經 陳永佳傳道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聚 會 

星期一查經組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迦拿、葡萄樹、生命樹 

月禱會 

恩典團 

少年團 

加利利、提比哩亞 

類 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成人 

會眾 

長者 

少年 

成人 

 日 期 

18/7(一) 

19/7(二) 

21/7(四) 

21/7(四) 

22/7(五) 

23/7(六) 

23/7(六) 

24/7(日) 

 時 間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7:00pm 

10:30am 

 2:00pm 

 2:00pm 

 地 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組、團契、禱告會 

各堂崇拜會前禱告    ： 崇拜前15分鐘開始 

第二早堂事奉人員禱告： 上午9:25-9:50   新光嬰兒房 

主日守望禱告        ： 上午9:25-10:00  新光會議室 

（一）月禱會：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時間：7月22日（五）晚上7-9時 

  地點：和富8樓 

（二）聚會安排：鼓勵弟兄姊妹珍惜一起聚會的

機會，盡力出席實體聚會。 

 若不能符合防疫措施的要求或不能出席崇拜，

請暫時參加週六晚堂崇拜於Facebook群組：

「HKTC網上崇拜」的直播（保留至主日下午5

時）。 

 如需進行強檢，請於完成並收到陰性結果之後

才回教會。 

 若有身體不適，鼓勵做檢測及通知教會代禱。 



基 督 教 香 港 真 道 教 會    週刊  4 

兒童主日學：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主日守望早禱： 

週二禱告會： 

9 

34 

2 

5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並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詩篇50:15）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3,994.00 

$29,723.00 

$7,000.00 

上週崇拜總金額：40,717.00 

 

本週生日會友 

19/7  陳小紅 

21/7  高小菁 

 

教會：教會正在聘請辦公室幹事，求主為教會預備合適

的人選加入一起服事。 

弟兄姊妹：（請提名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親友禱告） 

 求主施恩給正在治療的、患病、情緒困擾、受壓力

的、憂傷和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和親友；求主與他們

同在，賜下醫治、釋放、安慰和平安。 

 求主看顧正在面對DSE放榜、學業、前途、家庭、人

際關係、就業和尋找工作等各樣困難的弟兄姊妹，讓

他們有信心依靠主，經歷主同在、供應和引導。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和家人不受病毒感染。 

慕道者：為每位慕道親友及社區街坊朋友禱告求平安。 

 香港：病毒確診人數漸升，懇求慈悲的主看顧香港，

醫治確診者，除去傳播鏈，保守醫療設施運作正常。 

 求主看顧社區、校園、護老院和食肆平安。 

 比利時真道教會：求主保守比利時真道教會的各項聖

工順利平安，各肢體得蒙主的恩惠，信心堅固，生活

無缺乏。又求主保守陳少展牧師的身體健康。 

為輔導和小組長禱告 

經文：「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

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

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腓立比書

2:1-2） 

禱文：主神啊，求祢賜下同心合意的靈，讓各輔導和小

組長與教牧同工有美好的配搭，一同在神的

家中服事。求主感動各輔導和小組長憑信心

將重擔交託給主，讓他們身心輕省地服事。

又求主保守他們有美好的靈性，膏抹他們的

口，能以造就的話語來勸勉弟兄姊妹。又求

主讓他們在聖靈裡得著智慧和策略，在各樣

的見識上長進，被神使用，能夠有果效地帶

領小組和團契，成為神賜福及愛的流通管

道，叫小組和團契增長，榮耀主名。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們！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５０ 
（重複出席的只計一次） 

本週讀經 
7月17-23日 

詩篇50-52篇 

箴言20:21-21:10 

歡迎到 Facebook群組:「HKTC網 

上靈修」聆聽每天讀經及帖文分

享。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實體： 22 17 96 

網上： 28 - - 

慕道/新人： 1 - - 

各堂人數： 51 17 96 

不 住 的 禱 告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恆切。」（羅馬書12:12）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陳健生、陳太 

梁煥錫、劉晚強、黃定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