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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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本週崇拜背經：「祢是我藏身之處，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祢的話語。」（詩篇11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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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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前星期在週刊的封面文章，以「萬膝

要跪拜」為題，與大家分享有關跪下禱告的模式，

今日我想再討論一吓有關「跪禱」的題目。 

近年，教會的弟兄姊妹年紀漸長，身體上也慢慢

有退化的現狀，尤其是姊妹，骨質疏鬆會更甚，膝

蓋多有痛的問題，若提到跪下禱告，或許真是有強

人所難之感。但這也同時會令我想起，能夠輕鬆的

跪下禱告，真是一種恩典，我們要珍惜此等的機

會。其實真道教會一直都有跪禱的傳統，唯是搬離

琪恆會址，到了志潔學校聚會，其後再到新光崇

拜，因地方都是租借而來的，又為了統一，就算在

和富教會，除了禱告會，其它聚會和崇拜，就再沒

有跪禱了。 

曾有位肢體表示：「跪著禱告，就會感受到神的

愛憐，每當想到天父的恩情厚愛，就更當俯伏敬

拜。」但又見近年的青年男女都用跪著求婚表達真

情，為著討對方的歡心而甘願屈膝。那麼我們跪著

禱告，豈不更是理所當然嗎？ 

在新約主耶穌的時代，主耶穌曾說：「……那假

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

意叫人看見。」（馬太福音6:5）聖經學者告訴我

們，當時一般人的禱告方式是站著的，尤其猶太人

的禱告姿勢，每每是兩腳站立，舉起雙手，手心向

上的望天禱告。而我們卻看見使徒保羅禱告的姿勢

是跪著的。跪下禱告，就是顯示當中向神的情感和

敬意。有說或許保羅不單是跪著，甚至他會在上帝

面前俯伏地禱告。正如之前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

祂豈不也是俯伏在地，向神禱告嗎？ 

弟兄姊妹，保羅在寫給教會的書信中，提到：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哥林多前

書11:1）主耶穌跪下俯伏在地禱告，保羅也是如此

的禱告，我們看見保羅也曾帶著信徒們跪著禱告。 

「保羅說完了這話，就跪下同眾人禱告。」（使徒行

傳20:36） 

「過了這幾天，我們就起身前行。他們眾人同妻子

兒女，送我們到城外，我們都跪在岸上禱告，彼此

辭別。」（使徒行傳21:5） 

基督徒能對著上帝「跪下禱告」是一種恩典，是

一種特權；是當我們雙膝仍然有力，這才能可以有

的一種舉動；是我們知道靠著自己甚麼也不能時，

向天父上帝的一種表示；更是我們整個生命對上帝

完全謙卑順服的一種表達。 

弟兄姊妹，可以的話，我們要學習跪下向天父專

心的禱告。正如一位聖經學者所言：坐下讀經、跪

下禱告、起來服事，這就是我們信徒應該經常要做

的。盼望我們教會每一個信徒都能做到，都能享受

神給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當中的恩典和祝福。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

跪下。因為祂是我們的神；我們是祂草場的羊，是

祂手下的民。」（詩篇95:6-7） 

 周財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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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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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9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蘇惠蘭傳道  證道：鄧美瓊傳道 

聖餐：蘇惠蘭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297 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 
    320 祢是用以色列讚美為寶座的 
    383 聖潔歸於祢 
    446 我心屬於祢 
 證道 阿爸，父！ 
 聖餐 364 何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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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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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加力傳道 

 禱告 
 背經 
 唱詩 297 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 
    320 祢是用以色列讚美為寶座的 
    383 聖潔歸於祢 
    446 我心屬於祢 
 證道 阿爸，父！ 
 聖餐 151 榮耀歸於真神 
 奉獻 197 愛的禮物 
 禱告 
 報告 
 禱告、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陳永佳傳道  證道：鄧美瓊傳道 

聖餐：陳永佳傳道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368 我要全心讚美 
    17  一切歌頌  
    399 日日夜夜 
    288 標竿人生 
 證道 阿爸，父！ 
 聖餐 151 榮耀歸於真神 
 奉獻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禱告 
 背經 
 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阿爸，父！ 

經文：加拉太書 4:6-7 

 

 

「6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祂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

心，呼叫：『阿爸！父！』7可見，從此以後，你

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着神為

後嗣。」 



 名稱 

星期一查經組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月禱會 

恩典團 

少年團 

橄欖 

類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會眾

長者 

少年 

姊妹 

 日期 

21/6(一)

22/6(二) 

24/6(四) 

25/6(五) 

26/6(六) 

26/6(六) 

26/6(六) 

 時間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10:30am 

 2:30pm 

 3:00pm 

地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家聚 

 

3 

小組 

團契 

禱告會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年中感恩見證崇拜 

6月26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正〕 

主席   陳永佳傳道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陳文卿姊妹 

和唱   蔡健成弟兄 

     鄭玉卿姊妹 

樂器   曾昭群執事 

司事   蘇惠蘭傳道 

直播   周加力傳道 

 

6月27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主席   蘇惠蘭傳道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陳文卿姊妹 

和唱   伍永嫦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李慕平姊妹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主席   顧友三執事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周加力傳道 

和唱   伍永嫦姊妹 

     陳詠童姊妹 

結他   曾昭群執事 

     周加力傳道 

貝斯   何兆勤執事 

音響   黃安華弟兄 

     袁漢強弟兄 

放映   崔弘暉弟兄 

司事   梁寶瑛姊妹 

聖餐襄禮 馮彩卿姊妹 

     阮志強弟兄 

     黃鼎康弟兄 

總務   阮志強弟兄 

值日小組 加利利 

     生命樹 

接待   周儀貞姊妹 

     王玩賢姊妹 

讀經   李淑平姊妹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三）崇拜安排：下週崇拜的人數仍限制於場地可容

納的30%，請每位弟兄姊妹務必預先報名，選擇可參與

崇拜的次序，教會將盡量安排並通知報名結果。 

• 於本主日下午1時以whatsapp將報名的連結供弟兄姊

妹透過手機或電腦報名，下午2時開始接受報名。 

• 報名後若不能出席，請盡早通知教牧。 

• 若遇操作問題，請聯絡教牧代為報名。 

（二）年中感恩見證崇拜：6月26及27日的各堂崇拜為

感恩見證，讓弟兄姊妹分享在主裡所經歷的恩典，請

預備見證（約3分鐘），榮耀主名。 

為讓不能參加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都有機會分享見

證，可用錄音或錄影（約3分鐘），將見證交給教牧同

工安排在崇拜中播放；因時間有限，若未能於見證崇

拜中播放，將會安排在日後的崇拜內播放；如有技術

問題，可聯絡同工協助。 

  （一）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月禱會，一起獻祭，同心祈禱，尋求神的心意， 

為教會和弟兄姊妹守望。 

 時間：6月25日（週五）晚上7-9時 

 地點：和富8樓 

 報名：出席人數有限制，請與報名參加崇拜一併報名 

（四）父親節：祝各位父親：父親節快樂！ 

團契部預備了父親節賀卡，讓弟兄姊妹在父親節向父

親表達心意。歡迎弟兄姊妹到接待處取用。 

本週讀經 
6月20日-26日 

詩篇119:129-136、加拉太書5:16-6:18、以弗所書1章 

歡迎到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 

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教會：感謝主在2004年將和富8樓物業賜給教會，求

主賜智慧給教會為未來有合適而足夠的地方聚會作預

備，在計劃裝修的事上明白主的心意，蒙主指引清晰

的方向，讓教會善用地方，成為祝福人的地方。 

學生：求主祝福快要放暑假的學生，可以享受和善用

暑假。又求主保守兒童暑期活動的預備過程，讓教會

可以服事兒童並將他們帶到主面前。 

慕道者：為著近期決志信主及出席聚會的慕道者求主

繼續感動和引領他們認識主，早日受洗歸入主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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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和恐懼的

弟兄姊妹及家人，在困苦中得到從神而來的力量。 

• 求主為那些在工作、家庭和人際有困難的開路。 

比利時和台北真道教會：求主施恩，止息比利時和台

灣的疫情。祝福兩地教會的實體及網上崇拜順利。求

主保守各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平安，不受感染。 

世界疫情：求主止住各國的疫情擴散，賜下醫治和拯

救，讓各地有足夠醫療人手、疫苗及物資。 

香港：感謝主的保守，疫情緩慢下來，仍仰賴主止住

變種病毒進入和擴散，讓市民和眾教會恢復運作。 

• 求主看顧失業人士早日找到工作，生活回復平穩。 

為家庭禱告 

經文：「要聽從生養你的父親；沒有他，就沒有你。

你母親年老，要敬重她。」（箴言23:22‧現中修） 

禱文：慈愛的天父，求祢祝福我們的父母親們，有健

康的身體，充滿平安喜樂；年輕的父母有智慧

和耐性在主裡教養兒女，以身作則；年長的父

母有健壯的體魄，有美好的人生見證向兒孫分

享。願主感動作兒女的，懂得愛護父母，敬重

他們，報答親恩。 

主啊，甚願祢的救恩臨到每個家

庭，讓耶穌基督作每家之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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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2,387.00 

$35,940.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告會： 

33 

3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 

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拉太書6:9） 

上週奉獻總金額：$38,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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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以下經文，在□中劃上。 

4-1. 1)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2)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 

     3)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 

     4)既然信他      5)也信了基督， 

    □ 3、4、2、5、1   □ 3、2、5、4、1 

4-2. 1)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  

     2)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3)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4)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 1、2、3、4      □ 4、2、1、3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實體崇拜 26 25 61 

網上崇拜 39 0 14 

各堂人數 65 25 75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５４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劉瑩 李偉邦 

本週生日會友 

20/6 吳綺華 22/6 許菊芳 

24/6 梁玉明     李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