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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崇拜背經：「求祢救我脫離一切的過犯，不要使我受愚頑人的羞辱。」（詩篇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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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年我有機會參與一間機構每月一次的計

劃研討會，這個計劃的宗旨是以「心聲被聽

進，心靈被安慰」為目標，期望心靈軟弱的人

能夠得著關懷。而過去一年的研習會中，導師

經常提到一個字眼「同行」，在基督徒的群體

中，我們也常將這字眼掛在口中。好像大家都

很明白「同行」是怎樣的一回事。但想深一

層：什麼是同行呢？在輔導的歷程中，是與

「對方走在同一條道路之上」這種日常生活經

驗，去比喻一種人與人之間一同經驗某些事情

或進程時的一種關係。 

但對於基督徒的角度來說，是怎樣的一回事

呢？聖經是如何提及「同行」呢？在傳道書中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導：「兩個人總比一個

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

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

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

（傳道書4:9-10）意指每一個信徒，都需要有

屬靈的同伴，同行者。互相幫助，扶持。 

而在新約路加福音中，就記載了這樣的一件事

情：耶穌死了之後，革流巴和他的同伴，對死

去的耶穌，仍然有愛，有掛念。雖然眼睛迷糊

了，仍然被稱為門徒。他們的心情，如當時的

環境，道路，越來越下沉，越來越黑，情緒低

落，憂愁，絕望，前路茫茫，沒有盼望和喜

樂。但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後來

的事，請耶穌同住，擘餅眼睛明亮，心裡火

熱，立時回耶路撒冷去作見證，相信都清楚。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

前行，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

日頭已經平西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

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到了坐席的

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

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

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他們彼此說：『在

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

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他們

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

24:28-33） 

還是那兩個門徒，他們有甚麼改變了呢？他們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時候是沮喪，絕望，垂頭喪

氣的。回去的時候是滿有盼望，喜樂，力量充

足的。天更黑了，上坡路又難走，但相信他們

卻走得更快。因為他們心裡火熱，有復活的耶

穌和他們同行。 

弟兄姊妹，在這個非常混亂、黑暗的日子中，

我們可以如何與身邊的弟兄姊妹同行，讓他們

的心能夠關懷、安慰，甚至得著盼望呢？求主

賜我們智慧、能力，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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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得住 

經文：啟示錄6:17 

 

「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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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哩亞、婦女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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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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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祢的榮耀彰顯在全地 
    320 祢是用以色列讚美為寶座的 
    363 永遠敬拜 
    385 我要一心稱謝祢 
 證道 站立得住 
 聖餐 177 若有人在基督裏 
 奉獻 180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禱告 
 報告 
 背經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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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讓讚美飛揚 
    281 耶和華是我牧者 
    395 聖靈充滿我 
    322 這是我的手 
 證道 站立得住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裡去 
 奉獻 21  耶和華以勒 
 禱告 
 報告 
 禱告、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譚永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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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我要全心讚美 
    17  一切歌頌 
    159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387 無價至寶 
 證道 站立得住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裡去 
 奉獻 415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禱告 
 報告 
 背經 
 禱告、祝福 



 

3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6月18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網上）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陳永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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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鄧美瓊傳道 

6月19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聖餐 蘇惠蘭執事 

領詩    蔡健成弟兄 

和唱    鄭玉卿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楊建鳳姊妹 

第二早堂 

福音主日崇拜 

〔上午十時半〕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何國偉執事 

領詩    周加恩姊妹 

和唱    陳文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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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揚根弟兄 

      楊穎駒弟兄 

放映    吳浩文弟兄 

司事    陳秀梅姊妹 

收奉獻   吳綺華姊妹 

      吳麗嬋姊妹 

      莫啟民弟兄 

總務    顧海修弟兄(早) 

      劉綽希弟兄(午) 

值日小組  比撒列、橄欖 

接待    王素貞姊妹 

      陳慕華姊妹 

守望禱告  張鳳珍執事 

讀經    鄭嬋嬌姊妹 

值日同工  鄧美瓊傳道 

    （一）會友消息：黃鏡棠弟兄的喪禮如下： 

  地點：九龍殯儀館303室（大角咀楓樹街1A號） 

  安息禮：6月13日（一）晚上7:45 

  出殯禮：6月14日（二）上午10:00。靈柩於禮畢 

隨即移送到和合石火葬場舉行火葬禮。 

註：各教牧同工於6月14日上午出席喪禮，如弟兄姊

妹需使用和富8樓場地，請預先聯絡同工安排。 

（二）戶外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一

起為福音主日崇拜及福音對象禱告。 

  地點：西九文化區公園 

  時間：6月17日（五）晚上8:00-10:30 

  集合：晚上7:00於和富8樓 

晚上7:30於雅翔道的西區海底隧巴士站 

（8,11,203E,280X,296D,T270） 

  報名：請於接待處登記或聯絡教牧，以便預備物資 

基督教香港真道教會有限公司 

召開會友週年大會通告 

本教會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星期日）第二早堂崇拜聚會後（約

下午十二時廿分）假座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69-471號新光商業大廈

15樓禮堂召開會友週年大會，以便處理下列事項： 

(一)大會主席作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二年度報告； 

(二)省覽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卅一日年度賬目； 

(三)海外福音報告； 

(四)確認現任董事續任。 

   (註：現任董事包括陳少展牧師、周財勝牧師、曾昭群執事、

顧友三執事、何國偉執事、何兆勤執事及張鳳珍執事。) 

承董事會命 

顧友三 

公司秘書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三）父親節福音主日崇拜—「尋人記」： 

  時間：6月19日（父親節）主日第二早堂 

教會已用whatsapp發送電子單張及宣傳短片給弟兄姊

妹，大家亦可於接待處取單張，作為邀請父母及親友

之用，願聖靈感動他們赴會，早日認識主，蒙拯救。 

 鑒於疫情，教會不設餐會，改為請各位出席的來賓

於崇拜之後午膳，可憑單據向陳傳道報銷，每位親

友/慕道者可獲津貼$120。 

 十四天連鎖禁食：十四天禁食至6月14日為止，鼓

勵各位屬靈擺上，請於禁食表填上名字，彼此鼓

勵。並請為聚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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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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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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6 

2 

6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上帝誡命和 

耶穌真道的。」（啟示錄14:12）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13,744.00 

$97,328.00 

$500.00 

上週崇拜總金額：$111,572.00 

 

本週聖經問題 

請填上姓名及答案，以手機拍下本

欄，發送致門訓部的WhatsApp: 

66088604或索取答題紙，填寫後投

入收集箱。  姓名：____________ 

選擇題：請在□中劃上 

4-1 啟示錄第12章提到有一條大紅

龍，那龍就是甚麼？  

□ 天使       □ 羔羊 

□ 魔鬼撒但   □ 婦人  

4-2 在啟示錄第14章中，一共有多

少位天使出現？  

    □ 3   □ 4   □ 6   □ 7 

本週生日會友 

14/6  文翠瓊  盧佩儀 

17/6  嚴淑敏 

 

教會：求主帶領教會，並賜下各樣屬靈恩賜給各事奉人

員。又求主招聚各兒女回到屬靈的家一同敬拜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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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顧念在學業、前途、家庭、人際或工作面對困難

的弟兄姊妹，讓他們得著安慰、供應和出路。 

福音主日崇拜：求主悅納眾人的禁食和代禱，保守崇拜

順利舉行。求聖靈與弟兄姊妹同在，預備人心，尋回失

喪的靈魂悔改歸主。求主恩膏陳傳道、偉邦弟兄及各事

奉人員，同心傳揚和見證主耶穌的救恩大能。 

香港：求主截斷新增的病毒傳播鏈，求主保守看顧校園

和食肆平安，不再受病毒侵害。 

 求主賜下合神心意的官員及政策，使市民在生

活、教育、住屋和工作等等都安穩。 

比利時真道教會：求主保守比利時真道教會的聚會

平安順利，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又保守陳牧師、

師母及會眾身心靈健康，常被聖靈充滿。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４２ 
（重複出席的只計一次） 

 聚 會 

加利利、提比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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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別 

成人 

成人 

會眾 

姊妹 

成人 

會眾 

長者 

少年 

 日 期 

12/6(日) 

13/6(一) 

14/6(二) 

16/6(四) 

16/6(四 

17/6(五) 

18/6(六) 

18/6(六) 

 時 間 

 2:00pm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8:00pm 

10:30am 

 2:30pm 

 地 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AB房 

西九文化公園 

小禮堂 

小禮堂 

本週讀經 6月12-18日 

  詩篇40:1-11、箴言17:21-28、啟示錄12-16章 

請到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二早堂 

主日 

第一早堂 

實體： 24 82 20 

網上： 26 - - 

各堂人數： 50 8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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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倩汶 

小組、團契、禱告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