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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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當然就是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約瑟有一

顆敬畏的心，知道與主母同寢，就是犯姦淫，是

神所不悅的。 

總括而言，約瑟勝過罪惡的力量來源，就是「他

怎能作這大惡，得罪上帝呢？」在聖經的記載

中，約瑟能如何的不犯罪呢？首先聖經說，主母

起初以目送情，試探約瑟，繼而轉用強硬的手

法，要與約瑟同寢。而聖經以「約瑟不從」來記

載約瑟的行動，也就是約瑟立定心志，不陷於試

探誘惑之中。接著，約瑟更是開始不和主母在一

處，甚至跑到外邊去，也就是遠離試探，不給魔

鬼留地步。 

弟兄姊妹，今日我們所處的世代，同樣充滿了各

樣的試探誘惑，基督徒要小心謹慎，免得入了迷

惑。保羅教導我們要遠避淫行，否則就是得罪自

己的身子了。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

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行事為人要端

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

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

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馬

書13:12-14） 

但願聖經的話語，常在我們信徒的心中，基督徒

要立定心志，聖潔自守，從世界中分別為聖，更

要遠離各種的試探誘惑，從而能散發耶穌基督馨

香之氣，榮耀主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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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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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崇拜背經：「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所做的盡都順利。」（創世記39:23） 

弟兄姊妹，今天星期五，教會的靈修經文是創世

記39章，內容是約瑟被兄弟們所出賣，並被帶到

埃及地，在波提乏的家中作奴僕，期間雖然約瑟

忠心服事主人，可惜卻被主母所看中，且加以誘

惑，但約瑟卻拒絕試探，導致被主母所陷害，最

終下在監中被囚，失去自由。 

經文中有一句金句，顯示出約瑟拒絕試探的主要

原因，就是：「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

呢？」（創世記39:9下）是的，約瑟正在寄人

籬下，一切都身不由己，就好像在海上的小船，

好容易隨波逐流。但在約瑟的心中，上帝仍是在

掌權，約瑟是以上帝作生命的主，他確知自己行

事，不能得罪上帝，故此，雖然被主母誘惑犯

罪，甚至受到強權所威逼，但約瑟並不妥協，縱

然被下在監裡也在所不惜，這種對上帝的忠誠，

就是今日我們基督徒要學習的典範。 

弟兄姊妹，從上述約瑟的表白之中，我們看見幾

點： 

1. 約瑟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從父親雅各的教導

中，認識和相信上帝的看顧和帶領，所以就算在

困境中，仍深信神的同在。 

2. 有關姦淫之事，雖然是被動的受到主母引

誘，但約瑟深感被主人所信任和重用，並忠誠於

主人，於是不認同這等行為，因而斷言拒絕。 

3. 在約瑟的心中，這罪行並不是小事，乃是一

件大惡，他絕對不能觸犯，惹人、神的憤怒。 

 周財勝牧師 



 

證道大綱 
講題：上山禱告 

經文：路加福音6:12-13,17-19 

 

「12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

神；13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

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17耶穌和他們下了山，站在一塊平地上；同

站的有許多門徒，又有許多百姓，從猶太全

地和耶路撒冷，並泰爾、西頓的海邊來，都

要聽他講道，又指望醫治他們的病；18還有被

污鬼纏磨的，也得了醫治。19眾人都想要摸

他；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發出來，醫好了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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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日小組：加利利、生命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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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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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350 神本為大 
    386 祢的榮耀彰顯在全地 
    409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318 一生一世 
 證道 上山禱告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411 我有平安如江河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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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加力傳道 

 禱告 
 背經 
 唱詩 377 叫我抬起頭的神 
    17  一切歌頌 
    382 活著為要敬拜祢 
    225 進入祢的同在 
 證道 上山禱告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411 我有平安如江河 
 禱告 
 報告 
 代禱、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陳永基執事  證道：陳永佳傳道 

聖餐：周財勝牧師  領詩：周加力傳道 

 禱告 
 唱詩 374 將天敞開 
    208 盡心盡性 
    353 聖靈請祢來 
    425 能不能 
 證道 上山禱告 
 聖餐 109 我們藉主的血 
 奉獻 164 一生一世 
 禱告 
 報告 
 背經 
 代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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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10月1日（週六） 

晚堂（實體及網上） 

〔晚上七時正〕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聖餐 顧友三執事 

領詩    顧友三執事 

和唱    陳文卿姊妹 

樂器    周加力傳道 

讀經    陳文卿姊妹 

司事    梁佩霞輔導 

直播    鄧美瓊傳道 

10月2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周財勝牧師 

主席、聖餐 鄧美瓊傳道 

領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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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財勝牧師 

主席、聖餐 陳永佳傳道 

領詩    顧友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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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漢強弟兄 

      楊揚根弟兄 

放映    吳浩章弟兄 

司事    周加恩姊妹 

聖餐襄禮  鄧婉儀姊妹 

      鄧銘賢弟兄 

      林啟遠弟兄 

總務  (早) 張鏗波弟兄 

    (午) 鍾國威執事 

值日小組  職青 

      少青 

接待    任圃賢姊妹 

      呂鳳姊妹 

讀經    任圃賢姊妹 

守望禱告  曾少英姊妹 

福音性研經 鄧美瓊傳道 

值日同工  陳永佳傳道 

 聚 會 

星期一查經組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比撒列 

少年團 

加利利、提比哩亞 

類 別 

成人 

會眾 

姊妹 

弟兄 

少年 

成人 

 日 期 

26/9(一) 

27/9(二) 

29/9(四) 

30/9(五) 

1/10(六) 

2/10(日) 

 時 間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2:30pm 

 2:00pm 

 地 點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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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疫情措施：確診人數仍在上升，請各位做好個

人防疫措施。 

 進入教會場地時，請各位遵守防疫措施要求，常戴

口罩、量體溫、消毒雙手、掃瞄「安心出行」，及

出示「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的藍框和藍碼供掃

瞄。 

 請勿進食，聖餐獲豁免。 

 分組活動的每組人數不超過4人。 

 如確診或屬於密切接觸者，請通知教牧同工代禱，

讓教會按需要而安排清潔及讓曾經出席同一聚會的

弟兄姊妹可以作出個人對應措施。 

 如需進行強檢，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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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同工代禱。 

 如有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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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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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弟兄姊妹在個人禱告中為教會和

弟兄姊妹守望。禱告事項以Whatsapp發放供代禱。 

 報名：歡迎隨時加入，請於接待處報名，或聯絡周

加力傳道。 

     （一）入會禮：感謝主！梁煥錫弟兄

已於9月18日受洗歸入主的名下，現加入本

會作會友，願主保守他信心堅固，在神的

家裡健康成長。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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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預備適量物資及出入和富

商業大廈的安排。 

 地點：青衣回歸紀念徑 

 時間：10月3日(週一)深夜12:30至10月4日早上5:00 

 集合：10月3日晚上10:30於和富8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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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不方便上山的弟兄姊妹可同步通

宵禱告，特設在教會戶內通宵禱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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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早上5:00 

    （教會場地於晚上10:45開放） 

（四）疫情措施：進入教會場地時，請各位遵守防疫

措施要求，常戴口罩、量體溫、消毒雙手、掃瞄「安

心出行」，及出示「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的藍框和藍

碼供掃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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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進食，聖餐獲豁免。 

 分組活動的每組人數不超過4人。 

 如確診或屬於密切接觸者，請通知教牧同工代禱，

教會將按需要而安排清潔及讓曾經出席同一聚會的

弟兄姊妹可以作出個人對應措施。 

 如需進行強檢，請收到陰性結果之後才回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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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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2 

3 

9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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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其它奉獻： 

$2,957.00 

$32,142.00 

$80.00 

上週崇拜總金額：$35,1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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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保守教會預備做場地維修的事宜。 

通宵禱告會：求主感動弟兄姊妹參加通宵禱告會，除去

身心靈的阻礙。求聖靈充滿每顆渴慕的心。 

 求主保守上山禱告的弟兄姊妹腳步平安，體力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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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面對學業及前途抉擇、家庭和居所、人際和感情、

就業和經濟等問題的弟兄姊妹求主帶領，信心堅固。 

 求主保守曾經染疫的弟兄姊妹和家人，除去後遺症。 

香港：求主止息疫情，賜下平安，使香港市民早日恢復

安定的生活。又求主在香港彰顯福音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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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復興禱告祭壇 

經文：「壇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燒着，不可熄滅。

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燒柴，並要把燔祭擺在壇

上，在其上燒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壇上必有常常燒

着的火，不可熄滅。」（利未記6:12-13） 

禱文：主啊，求祢復興教會的禱告祭壇，願祢賜下聖潔

的靈火，潔淨祢的教會，燃燒我們的心。求祢激發我們

對祢的渴慕，再次點燃我們的熱情。主啊！感

謝祢賜屬祢的子民有君尊的祭司身份，求主保

守我們心中的火不熄滅，當我們走到祢施恩座

前，求聖靈充滿，賜下力量和啓示，讓我們明

白祢的旨意，在黑暗的世代，為失喪的靈魂和

傷心破碎的人向祢呼求憐憫，蒙主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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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5日-10月1日 

創世記40-44章 

詩篇66:1-10、箴言2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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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5 82 

網上： 29 - - 

慕道/新人： - - 2 

各堂人數： 48 15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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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太、Eva 

本週生日會友 

26/9  李滿芬 

27/9  布志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