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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崇拜背經：「亞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你。」 

（創世記15: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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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三大問題：我從何而來？我為何而活？

我將往那裡去？感謝主，這三個問題，我們都

可以在信仰上、在主耶穌裡可以找到答案。 

曾經有一位電台節目主持人聯同一位電視台的

記者，走訪12位曾經自殺的人士，找尋他們最

後打消自我犧牲念頭的原因，而當中有一個共

同的答案，就是「被需要」或「有價值」。有

一位作母親的說：「我的孩子那麼小，不能沒

有媽媽，所以我必須好好活著，照顧他。」另

又有一位男士在自殺前遇到一位男孩：「那乞

討的孩子太可憐，我買了一碗麵給他，看他津

津有味吃下去，我很開心。」更有一位青年人

在自殺時想起父母：「媽媽懷胎9個月生下

我。我不想讓爸爸媽媽為我而哭。我要照顧好

自己、照顧好媽媽和爸爸。」 

無論是知道別人需要自己，又或認識自己存在

的意義，這都是說明人存活在世上都是有一定

價值的。尤其是，在那位創造者的眼中，更是

如此。聖經記載，神看自己所造的，都是好

的，更何況人是神按著祂自己的樣式、照著自

己的形像所創造，神更向所造的人吹氣，叫他

成了有靈的活人，並且將這大地交給人去治

理，將伊甸園交給人去修理和看守，神看這都

是美好的。 

原來，在神創造天地之時，早已有所計劃和安

排，就是要人為討祂的喜悅而活。弟兄姊妹，

信徒活著的目的就是「討神的喜悅」。神渴望

每一個信徒都能認識祂，並且愛祂。而當信徒

全心全意敬拜祂的時候，就是對神表達我們對

祂的愛意，也就是活出一個討神喜悅的敬拜人

生。 

敬拜的人生，並不是單單指當中的音樂、詩

歌、禱告……等的元素，而是指基督徒的一生

要成為一位敬拜者，也就是基督徒所做的每一

件事，都要討神的喜悅，這樣的人生，才是敬

拜的人生。 

今天，教會中的弟兄姊妹，普遍有一個很大的

迷思，認為好的「敬拜」就是音樂或詩歌的旋

律很美、深受感動，在詩歌的環節中，很享

受、很興奮、得著鼓勵；但這全是從自己的喜

好或感覺出發。要知道敬拜的對像是神，上帝

在敬拜中是如何的呢？祂得著榮耀？祂被尊

崇？抑或上帝根本就是被閒置的呢？ 

上帝在敬拜中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切都應

以上帝為優先，凡事要討祂的喜悅，這就是信

徒活著的目的。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以弗所

書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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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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災難 

經文：馬太福音24:3-14 

 
3耶穌在橄欖山上坐着，門徒暗暗地來說：「請

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

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 4耶穌回答說：「你

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5因為將來有

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

要迷惑許多人。 6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

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7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

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8這都是災難《1》的

起頭。 9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

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10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

恨惡； 11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

了。 13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14這天國

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

才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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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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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在耶穌的腳前 
    416 這裏有榮耀 
    97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385 我要一心稱謝祢 
 證道 末世災難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裡去 
 奉獻 90  你若聽從神的話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8月21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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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經 
 唱詩 442 在耶穌的腳前 
    416 這裏有榮耀 
    97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385 我要一心稱謝祢 
 證道 末世災難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裡去 
 奉獻 90  你若聽從神的話 
 禱告 
 報告 
 代禱、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顧友三執事  證道：陳永佳傳道 

聖餐：顧友三執事  領詩：周加恩姊妹 

 禱告 
 唱詩 227 要吶喊，要頌揚 
    9   在主裡的活潑盼望 
    10  主啊！祢配得受讚美 
    228 祢愛的大能 
    267 聖靈請祢來 
 證道 末世災難 
 聖餐 58  除祢以外 
 奉獻 12 走到神的祭壇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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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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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佳傳道 

領詩    陳文卿姊妹 

和唱    伍永嫦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讀經    曾嘉愉弟兄 

司事    顧海恩姊妹 

直播    吳浩章弟兄 

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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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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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    鄧美瓊傳道 

主席、聖餐 陳永基執事 

領詩    周加力傳道 

和唱    蔡健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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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弘暉弟兄 

司事    梁寶瑛姊妹 

聖餐襄禮  吳綺華姊妹 

      馮彩卿姊妹 

      黃鼎康弟兄 

總務  (早) 黃安華弟兄 

    (午) 徐敏玲姊妹 

值日小組  提比利哩亞 

      婦女組 

接待    周儀貞姊妹 

      鄭嬋珍姊妹 

讀經    李淑平姊妹 

守望禱告  鄭嬋嬌姊妹 

福音性研經 鍾國威執事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聚 會 

加利利、提比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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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日) 

23/8(二) 

25/8(四) 

26/8(五) 

27/8(六) 

27/8(六) 

27/8(六) 

 時 間 

 2:00pm 

 6:30pm 

10:00am 

 7:00pm 

10:30am 

 2:00pm 

 3:00pm 

 地 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家聚 

小組 

團契 

禱告會 

（二）禁食週暨月禱會：8月21-27日（本週主日

至週六）定為禁食週，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屬靈操

練，按個人的力量自選時間參與禁食。並請預留

時間參加月禱會。 

  時間：8月26日（週五）晚上7:00-9:00 

  地點：和富8樓 

     （一）同工休假：周牧師將於8月24

-31日放年假。弟兄姊妹如有需要，請聯

絡其他同工。 

（四）聖經課程：為配合8月開始讀舊約，開辦兩

個課程，採用中國神學研究院提供的課程材料，

以播放錄影講課。歡迎免費報讀。 

• 創世記：改於8月28、9月11日、25日及10月9日

（共４堂，每堂上兩課） 

  時間：主日下午2:00-3:45    地點：和富8樓 

  講師：李思敬牧師 

  報名：詳情請參報告板上的簡介，於接待處報

名，或聯絡鄧傳道。8月26日截止。 

• 舊約神學淺說：延期開課，將於創世記完結後

開課，稍後公佈日期。 

（六）疫情措施：弟兄姊妹如需進行強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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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弟兄姊妹可於接待處索取快測包。 

（三）禱告事工招募代禱者：敬拜部招募有心參

與禱告的弟兄姊妹加入「禱告事工」，於個人靈

修期間為教會、為肢體禱告。禱告事項會每星期

透過whatsapp群組發放。鼓勵弟兄姊妹加入一同

禱告守望。請於接待處報名，或聯絡周傳道。 

（五）101—加入教會課程：凡已信主並決定於9

月18日（主日）受洗歸入主耶穌基督的名下，或

已受洗並有意加入本會作會友的，請報名參加。 

  時間：9月4日及11日（主日）下午2-4時 

  地點：和富8樓AB房 

  報名：請於接待處索取章程，並向教牧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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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8 

3 

4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我們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 

因為踐踏我們敵人的就是祂。」（詩篇60:12）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4,562.00 

$50,120.00 

$2,000.00 

上週崇拜總金額：$56,682.00 

 本週生日會友 

21/8  陳麗雲 

22/8  任圃賢 

24/8  麥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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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聖靈充滿弟兄姊妹，重新得力，為主作見證。 

• 求主保守各小組、團契、崇拜聚會和課程平安順利，

弟兄姊妹可平安無阻礙地參加實體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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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患病、情緒困

擾、受壓力的、憂傷和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和親友。 

• 為面對學業、前途、家庭、家居、人際、就業和工作

等轉變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同在，賜平安和出路。 

•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和家人不受病毒感染。 

• 求主看顧放暑假的學生預備好新學年的學習。又求主

賜老師們有智慧和信心在教學上祝福學生。 

慕道者：為弟兄姊妹的親友、社區街坊和院舍的慕道者

求主感動他們信主，靈魂得救，有真正的平安和盼望。 

香港：疫情上升，懇求神憐憫，除去傳播鏈，醫治確診

者。求主看顧長者、孩童、未接種疫苗的、長期患病者

和醫療人員，又保守醫療系統有充足資源應付疫情。 

比利時真道教會：求主繼續看顧比利時的弟兄姊妹不受

疫情、經濟和氣溫的影響，身體健康。求主繼續看顧保

守陳少展牧師的身體健康，賜各同工信心能力事奉主。 

為溫習室家長禱告 

經文：「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祂的兒女也有

避難所。」（箴言 14:26） 

禱文：親愛的天父，懇求祢感動溫習室的家長，使他們

每位都認識主耶穌，接受祂為救主，生命得

著改變。求神賜他們信心，將他們和家庭的

難處交託予祢，讓他們經歷祢的愛，又賜給

他們有充足的智慧與愛來撫育教養孩子，又

使他們成為合祢心意的父母，懂得如何與子

女溝通，用合宜的話語來澆灌自己的孩子。

願主在溫習室家長的生命和家庭中行奇妙的

事，願主得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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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讀經 

8月21-27日 

創世記16-20章 

詩篇60篇、箴言23: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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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8 73 

網上： 29 - - 

慕道/新人： 1 - 3 

各堂人數： 55 1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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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