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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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

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

多前書1:24）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

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哥林多前書1:30） 

要得智慧，以敬畏為開端，天天來到主的跟前，

研讀祂的話語，聽祂的吩咐、提醒、尋找祂如尋

找隱藏的珍寶，並可以向那厚賜眾人的主祈求，

就必得著。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

祂口而出。」（箴言2:6）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

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雅各書1:5）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

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

偏見，沒有假冒。」（雅各書3:17） 

主啊，讓我們每天從勞碌的工作中，有一段安靜

的時刻（Quiet Time），與祢相聚片刻，看見祢

智慧引導，與祢真情對話，全心交託，求主賜我

悟性明白祢智慧之言，賜我勇氣改變自己，選擇

智慧的道路，走在恩典的路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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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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崇拜背經：「當對神說：祢的作為何等可畏！ 

因祢的大能，仇敵要投降祢。」（詩篇66:3） 

誰人不愛智慧？誰人喜愛作愚昧人？誰人喜歡錯

誤的抉擇？誰人甘願走上失敗的道路？ 

城中每年都會選一位有智慧兼有美貌的人代表小

城作親善大使，其中最能表現智慧就是答問環

節，那一位回答大方得體，幽默風趣，都被視為

有智慧。其實這都算不上是智慧，極其只是一些

急材，小聰明而矣。 

智慧是一份看見（Insight），是一種通達，是有

謀略，是心存謹慎，是一份靈明，是正確的選

擇，是敬畏上主……。 

聖經中充滿著智慧的記載，智慧的對話，智者的

勸戒，智慧的追尋，尤以智慧書的經卷（約伯

記、詩篇、箴言、傳道書及雅歌），提醒我們敬

畏上主，選擇明智的道路。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

是聰明。」（箴言9:10）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導你行正直的

路。」（箴言4:11） 

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擁有一切智慧知識；祂也成

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和救贖。基督就是人

生的方向、道路，是一切問題困難的答案，懷抱

基督也就是懷抱智慧。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祂裡面藏

著。」（歌羅西書2:3） 

 何兆勤執事 



 

證道大綱 
講題：從創世記看雅各 

經文：創世記25:21-23 

 
「21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為她祈求耶和

華；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

懷了孕。22孩子們在她腹中彼此相爭，她就說：

『若是這樣，我為甚麼活着呢？』〔或作我為

甚麼如此呢〕她就去求問耶和華。23耶和華對她

說： 

  兩國在你腹內； 

  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 

  這族必強於那族； 

  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1. 從雅各看信徒的相爭 

 

 

 

 

2. 從雅各看神的主權 

 

 

 

 

3. 從雅各看神的同在 

 

 

 

 

4. 從雅各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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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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顧友三執事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顧友三執事  領詩：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433 在這裡 
    416 這裡有榮耀 
    278 祢是榮耀君王 
    349 腳步 
    360 成為神蹟的器皿 
 證道 從創世記看雅各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12  走到神的祭壇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10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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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來高聲唱 
    140 環繞 
    270 主祢是我力量 
 證道 從創世記看雅各 
 聖餐 151 榮耀歸於真神 
 奉獻 106 我們要先求祂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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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433 在這裡 
    416 這裡有榮耀 
    278 祢是榮耀君王 
    349 腳步 
    360 成為神蹟的器皿 
 證道 從創世記看雅各 
 聖餐 151 榮耀歸於真神 
 奉獻 123 看哪！這是我們的神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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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10月8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網上） 

〔晚上七時正〕 

證道    周加力傳道 

主席、聖餐 陳永佳傳道 

領詩    鄭玉卿姊妹 

和唱    蔡健成弟兄 

樂器    曾昭群執事 

讀經    曾嘉愉弟兄 

司事    顧海修弟兄 

直播    鄧美瓊傳道 

10月9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周加力傳道 

主席、聖餐 陳永佳傳道 

領詩    鄭玉卿姊妹 

和唱    蔡健成弟兄 

樂器    曾昭群執事 

司事    胡伍妹姊妹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周加力傳道 

主席    譚永怡姊妹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伍永嫦姊妹 

和唱    陳文卿姊妹 

      任圃賢姊妹 

結他    曾昭群執事 

貝斯    何兆勤執事 

音響    楊穎駒弟兄 

      黃安華弟兄 

放映    崔弘暉弟兄 

司事    陳永基執事 

聖餐襄禮  曾少英姊妹 

      梁寶瑛姊妹 

      阮志強弟兄 

總務  (早) 黃安華弟兄 

    (午) 劉綽希弟兄 

值日小組  提比哩亞 

      婦女組 

接待    黃綺薇姊妹 

      梁玉明姊妹 

讀經    鄭嬋珍姊妹 

守望禱告  袁漢波弟兄 

福音性研經 何國偉執事 

值日同工  鄧美瓊傳道 

 聚 會 

加利利、提比哩亞 

星期一查經組 

上山、戶內通宵禱告 

婦女組 

迦拿、葡萄樹、生命樹 

比撒列、職青 

恩典團 

少年團 

橄欖 

類 別 

成人 

成人 

會眾 

姊妹 

成人 

弟兄、職青 

長者 

少年 

姊妹 

 日 期 

2/10(日) 

3/10(一) 

4/10(二) 

6/10(四) 

6/10(四) 

7/10(五) 

8/10(六) 

8/10(六) 

8/10(六) 

 時 間 

 2:00pm 

10:00am 

 0:30am 

10:00am 

 7:00pm 

 7:00pm 

10:30am 

 2:30pm 

 3:15pm 

 地 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山上、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AB房 

小禮堂 

小禮堂 

網絡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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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休假：周加力傳道由 

9月2日至4日（週五至本主日）放年假。

弟兄姊妹如有需要，請聯絡其他同工。 

（三）禱告事工招募代禱者：敬拜部招募弟兄姊

妹加入「禱告事工」，鼓勵弟兄姊妹一同為教會、

為弟兄姊妹在禱告中守望。 

日後會定期以Whatsapp發放禱告事項供代禱。 

請於接待處報名，或聯絡周加力傳道。 

小組、團契、禱告會 

（二）福音主日崇拜—新造的人： 

  日期：9月11日（下週主日第二早堂） 

請弟兄姊妹代禱。並抓緊機會，邀請親友、同學

同事及慕道者一起赴會，讓他們早日認識主耶

穌，同得福音的好處，生命得著拯救和盼望。 

請大家將福音對象的名字填在「屬靈認領咭」，並

放在收集箱，讓教會為福音對象提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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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青衣回歸紀念徑 

 時間：10月3日(週一)深夜12:30至翌日早上5:00 

 集合：晚上10:30於和富8樓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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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內通宵禱告：請於接待處報名或聯絡教牧，以便安

排出入和富大廈。 

 地點：和富8樓 

 時間：10月3日(週一)深夜12:30至翌日早上5:00 

    （教會場地於晚上10:45開放） 

（四）疫情措施：請家長留意，由9月30日開始，按

條例，5-11歲的小童亦需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

進入教會場地，請提供接種疫苗的二維碼供掃瞄。可

用針紙或手機顯示，亦可將針紙影印本供教會存放，

方便日後掃瞄之用。 

（三）福音主日崇拜：定於12月11日（主日)第二早

堂崇拜舉行，詳情於稍後介紹。請弟兄姊妹先為福音

工作及福音對象祈禱，求主賜福給福音對象，讓他們

早日蒙恩得救，並保守籌備工作。 

（二）同工休假：各教牧同工於10月4日（週二）放

假，會友如需使用教會場地，請預先聯絡同工安排。

當天的週二晚禱告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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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主日守望早禱： 

週二禱告會： 

月禱會： 

8 

30 

3 

6 

28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神是應當稱頌的！祂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 

也沒有叫祂的慈愛離開我。」（詩篇66:20）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4,712.10 

$10,180.00 

上週崇拜總金額：$14,892.10 

 

教會：教會現正聘請傳道及辦公室幹事，求主為教會預

備合適的人選加入一起服事。 

 教會將於本月進行維修，求主保守平安順利。 

福音主日崇拜：福音是神的大能，求主在福音主日崇拜

的籌備、邀請中掌權，彰顯神的大能、救恩和榮耀。 

慕道者：為已決志的慕道者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的信

心，除去令他們不能返教會及受洗的阻礙。 

 求主感動慕道朋友、街坊和院舍的院友早日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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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下醫治和安慰給那些患病、情緒困擾、

受壓力的、憂傷和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和親友。 

 為面對抉擇、家庭和居所、人際關係、工作和經濟等

問題的弟兄姊妹求主帶領，靠主賜的力量度過。 

 求主保守曾經染疫的弟兄姊妹和家人，除去後遺症。 

香港：感謝主看顧！疫情漸緩和，求主繼續賜下平安，

使市民恢復平穩的生活。 

 求主復興香港的眾教會和兒女，在這世代為主發光。 

比利時真道教會：求主繼續看顧比利時的弟兄姊妹，並

保守陳少展牧師、師母和領袖們的身心靈力量。 

為戒壞習慣禱告 

經文：「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

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

形像。」（歌羅西書 3:9-10） 

禱文：主啊，感謝祢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又在基督耶

穌裡拯救了我們，稱我們為義，更新了我們

的生命。主啊，求祢保守我們活出耶穌基督

的形像；求聖靈喚醒我們的心，順從感動，

從舊人和世俗中分別為聖，戒除壞習慣、沉

迷的嗜好、損害生命的活動。主啊，求祢為

我們解開這些捆綁，叫我們倚靠神賜下的信

心和力量，得勝世界的引誘，在主裡活出真

自由，活出新生的樣式，蒙主喜悅。 

奉救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們！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140 
（重複出席的只計一次） 

本週靈修讀經 

     10月2-8日 

創世記45-48章 

詩篇66:11-20，67篇 

箴言25:15-28 

歡迎到Facebook群組: 

「HKTC網上靈修」聆聽每天讀經、

思想經文及帖文分享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實體： 17 15 78 

網上： 36 - - 

慕道/新人： - 1 1 

各堂人數： 53 1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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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詠恩 

本週生日會友 

2/10  潘葦芝 

5/10  曾少英  談美珍 

6/10  陳詠童 

7/10  李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