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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崇拜背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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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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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早前，參加了一個婚宴，當日因疫情有所改

善，政府剛好放寬了宴會人數的限制，出席人

數已可上調至120人，所以，當晚的婚宴可算熱

鬧。而其間令我驚喜的，是一對新人對出席賓

客的致謝，其中新娘子不違言的提到，她倆在

相交的過程中，在信仰上堅持，尤其是在雙方

互相承諾的其中一點，就是不能有婚前的性行

為。 

確實，一對新人都是基督徒，分別來自不同的

教會，他們相識於一個聚會之中，大家都愛

主，也在主的愛裡彼此相愛。「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約翰福音

14:21）基督徒愛主，就要活在聖經的教導之

中。所以，當新娘子表示他倆彼此承諾在婚前

的交往裡不會有越軌的性行為出現，這讓我為

他們感恩，也看見他們確是一對愛主的基督

徒。 

弟兄姊妹，在今日的社會中，隨意的性行為確

是非常普通，就算在大眾的傳媒中，也是尋常

不過的。我們看見大家所熟識的明星、歌星，

又或社會名人，甚至是一些政治人物，大家都

不再避忌或刻意的隱瞞婚姻之外的性行為，他

們除了光明正大的承認外，甚至引以為榮、引

以為傲，並毫無羞恥之感。所以，聖經否定婚

前的性行為，就被定性為思想古舊，無與時並

進了。 

聖經告訴我們，婚姻是神所設立的，而性愛也

是神賜給人的一份禮物，但這性愛的發生，是

要在神的婚姻制度之內，若超越了，就得不到

神的祝福。 

當然，世界上有很多罪惡的事情，世人都會覺

得無關痛癢，又或是理所當然，但基督徒卻要

以聖經的教導作為我們生活的標準，信徒要從

世界中分別出來。我們是屬神的、屬於光明

的，上帝在祂的愛中，呼召我們成為聖潔，就

是要我們離開罪惡的世界，脫離情慾的敗壞。 

總括而言，「性」是上帝給與世人一件神聖的禮

物，但不是叫人隨便的使用、隨便的亂用，而

是必須行在婚姻的制度之中。而婚姻是一種

約，是上帝親自設立的，神就要人在婚約裡彼

此忠心。所以，一對基督徒，若在主裡彼此相

愛，認定對方，就應考慮互結婚盟、快快組織

新的家庭，免得面對情慾的關口，受到肉體的

誘惑，做出得罪神、得罪人的事，陷自己於黑

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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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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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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人記 

經文：路加福音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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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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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周財勝牧師  證道：陳永佳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蔡健成弟兄 

 禱告 
 唱詩 13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24  來高聲唱 
    46  從深處向祢禱告 
    385 我要一心稱謝祢 
 證道 尋人記 
 聖餐 245 因寶血 
 奉獻 106 我們要先求祂的國 
 禱告 
 報告 
 背經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6月19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蘇惠蘭執事  證道：陳永佳傳道 

聖餐：蘇惠蘭執事  領詩：蔡健成弟兄 

 禱告 
 背經 
 唱詩 13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24  來高聲唱 
    46  從深處向祢禱告 
    385 我要一心稱謝祢 
 證道 尋人記 
 聖餐 243 感謝我的救主 
 奉獻 118 來啊！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禱告 
 報告 
 禱告、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何國偉執事  證道：陳永佳傳道 

見證：李偉邦弟兄  領詩：周加恩姊妹 

 禱告 
 唱詩 56  讚美之泉 
    41  主我高舉祢的名 
    25  祢是彌賽亞 
    405 我們呼求 
    307 我們愛 
 奉獻 73  感謝神 
 禱告 
 報告 
 背經 
 禱告 
 見證 
 證道 尋人記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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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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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瓊傳道 

領詩    陳文卿姊妹 

和唱    伍永嫦姊妹 

樂器    曾昭群執事 

      何兆勤執事 

司事    顧海恩姊妹 

讀經    曾嘉愉弟兄 

直播    吳浩章弟兄 

6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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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卿姊妹 

和唱    伍永嫦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胡伍妹姊妹 

第二早堂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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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健成弟兄 

      鄭玉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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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穎駒弟兄 

放映    崔弘暉弟兄 

司事    陳永基執事 

聖餐襄禮  梁寶瑛姊妹 

      馮彩卿姊妹 

      黃鼎康弟兄 

總務    黃安華弟兄(早) 

      徐敏玲姊妹(午) 

值日小組  加利利、生命樹 

接待    周儀貞姊妹 

      孫美霞姊妹 

守望禱告  曾少英姊妹 

讀經    李淑平姊妹 

福音性研經 周財勝牧師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聚 會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比撒列 

恩典團 

少年團 

加利利、提比哩亞 

類 別 

會眾 

姊妹 

弟兄 

長者 

少年 

成人 

 日 期 

21/6(二) 

23/6(四) 

24/6(五) 

25/6(六) 

25/6(六) 

26/6(日) 

 時 間 

 6:30pm 

10:00am 

 7:00pm 

10:30am 

 2:30pm 

 2:00pm 

 地 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本週讀經 6月19-25日 

  詩篇40:12-17、箴言18:1-11、啟示錄18-20章 

請到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小組 

團契 

禱告會 

（二）會友大會：定於7月3日（主日)第二

早堂崇拜之後舉行，會友如不能出席，可

選擇授權其他會友於會上的事項(四)代為

行使表決權，請於接待處索取表決授權書

並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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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父親節福音主日崇拜—「尋人記」： 

歡迎各位親友及社區街坊朋友出席福音崇拜，因

為疫情，教會不設餐會招待，請各位出席的來賓

於崇拜之後出外午膳，憑單據向陳永佳傳道報

銷，每位親友/慕道者可獲津貼$120，以表教會

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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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月禱會： 

6 

32 

2 

4 

18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耶和華的名是堅固臺；義人奔入便得安穩。」 

（箴言18:10）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4,554.00 

$42,691.00 

$2,000.00 

上週崇拜總金額：$49,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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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啟示錄第18章提及的是甚麼傾

倒了？ 

□ 大淫婦    □ 巴比倫大城  

5-2 在啟示錄第20章提到，魔鬼撒

但將會被捆綁多久？ 

    □ 五百年    □ 一千年  

本週生日會友 

19/6  鄧德釗  22/6  許菊芳 

20/6  吳綺華  24/6  梁玉明 

 

教會：求主帶領教會下半年的方向，賜給教會的同工和

領袖有各樣的屬靈恩賜，在各項事工上有足夠的聰明、

智慧、資源和能力，配合聖靈的引導一起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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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主顧念在學業、前途、家庭、人際或工作面對困難

的弟兄姊妹的信心堅固，得著安慰、供應和出路。 

福音主日崇拜：求主祝福每位參加的親友及社區街坊朋

友健康平安，生活穩定。又求聖靈繼續感動他們信主及

參與教會聚會，生命得到拯救和盼望。 

香港：求主施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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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願主在香港掌權，賜下合神心意的官員及政策。 

比利時真道教會：求主繼續看顧比利時真道教會，保守

各項聖工順利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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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父親們禱告 

經文：「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

恤敬畏祂的人！」（詩篇103:13） 

禱文：主神啊，感謝祢作我們的天父！求祢賜福每位父

親身體健康，賜下憐恤兒女的心給父親們，

讓他們明白並體恤子女的需要。願主堅立父

親們手所作的工，幫助在職場的父親有智

慧、有能力，將一切的重擔卸給神，有滿足

的喜樂。又求主讓已退休的父親們成為家庭

和教會的祝福，可以分擔家務並在教會參與

服事，被主使用。求聖靈保守各位父親常存

敬虔的心，讓他們在愛神和愛人的誡命上有

美好榜樣，得主稱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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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重複出席的只計一次）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二早堂 

主日 

第一早堂 

實體： 19 90 13 

網上： 30 - - 

各堂人數： 49 9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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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