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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向著基督長進，連於元首基督，靠著他全身 

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 4：15-16 

 



 
- 本主日事奉人員 - 

主    席： 黃麗芬堂委 宣    道： 黃細英宣教師 

領    詩： 鄭一心弟兄 敬 拜 隊： 鄭懿琳姊妹 黎慧嫻姊妹 

司    琴： 鄭一心弟兄(司他) 招待司事： 楊鳳兒姊妹 何轉娣姊妹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丘浩研弟兄 插    花︰ 張必瑩姊妹 

兒童崇拜： 洪允其宣教師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宣  召：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篇64節 

耶和華阿、你的慈愛遍滿大地．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1. 基督 神羔羊 (You are My All in All) 

2. 讚美祂名 

3. 最美好的仗 

眾坐 

啟  應： 希伯來書9章11-14節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提摩太後書3章1-17節 眾坐 

宣    道： 處於末世的堅持 眾坐 

回 應 詩 : 最美好的仗 眾坐 

奉    獻：  眾坐 

堂務報告：  眾坐 

代  禱：  眾坐 

差遣祝福： 
 眾立 

散 會 詩： 聖靈多樣恩賜 眾立 

  



啟應(希伯來書 9 章 11-14 節) 
啟： 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 
應： 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啟：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 
應： 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啟：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

身體潔淨； 
應：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上帝。 

同誦： 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上
帝麼。 

 

讀經(提摩太後書3章1-17節) 

1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2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3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

言，不能自約，性情凶暴，不愛良善，4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

不愛神，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6 那偷進人家、

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7 常常學

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8 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敵擋摩西，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

他們的心地壞了，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9 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因為他們的

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像那二人一樣。 

10 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11 以及我

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從這

一切苦難中，主都把我救出來了。12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13 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14 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裏；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15 並且知道

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16 聖經都是神

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17 叫屬神的人得

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講道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事報告 
 
 
1. 致謝：本主日荷蒙黃細英宣教師蒞臨宣講聖道，謹致謝忱。 
  
2. 婚姻喜訊：本堂弟兄邱栢熹弟兄與李嘉琪姊妹共訂婚盟，並於 11 月 6 日

(六)下午一時正在母堂元朗堂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婚禮。祝賀新人主內永結同
心，建立基督信仰的家庭。 

  
3. 今天主日崇拜後，舉行《基元堂全堂退修日》。是次退修日主題「相逢寧靜

中」，由本堂顧問牧師吳炳華牧師帶領，於基元中學禮堂進行，已報名之弟
兄姊妹請準時出席；已登記代購午膳者，請將款項放入已預備的收款箱。 

  
4. 區會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於 11 月 5,12,19,26 日，逢星期五晚上 8 時正至

9 時 30 分，舉辦「婦女聖經研讀課程」，課程以 Zoom 網上進行，費用全
免。報讀本課程者，請填寫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7w79UtXh7B6P2biKA 
 
課程目標：以聖經中不同的婦女的事蹟重構當代的意義及如何應用於今天
的生活中。 
教授形式：經文傳釋、神學反省、現今應用 

日期 內容 講員 

11 月 5 日 聆聽卑微的聲音 - - 夏甲與撒拉  
(創世記 16 章) 

林玉英牧師 

11 月 12 日 尋找被頻忘的聲音 - - 他瑪與他瑪 
(撒母耳記下 13 章 及 創世記 38 章) 

梁佩瑤牧師 

11 月 19 日 重構母親的芳容 - - 哈拿與利百加 
(撒母耳記上 1-2 章 及 創世記 25 , 27 章 

陳淑儀牧師 

11 月 26 日 創新女性的典範 - - 多加的故事 
(使徒行傳 9 章) 

金少雲牧師 

  
5. 本堂主日崇拜繼續以實體及網絡轉播形式同步進行，歡迎各位堂友將網絡

連結分享給親朋。弟兄姊妹支持本堂福音事工發展，請將奉獻存入匯豐銀
行戶口：636-319717-001「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將入數紙傳
給本堂司庫蘇冠豪堂委（Whatsapp 號：62036118）；請寫上姓名，以便
發出收據。 

  
6. 10 月 17 日出席主日崇拜人數 38 人，獻金$7,706。 

 

  

https://forms.gle/7w79UtXh7B6P2biKA


 
代禱事項 
 
 

1. 請為今天舉行《基元堂全堂退修日》守望，願主帶領各位參與者在退修中與

祢相逢，在寧靜中得主引領，靈裡共成長。 

  

2. 感謝主帶領邱栢熹弟兄與李嘉琪姊妹，在祢恩手帶領下，二人以基督為首建

立家庭。求主賜福引領二人，在準備婚禮的過程，滿有平安與喜樂，見證主

的幫助及保護。 

  

3. 求主保守基元中學，願主的福音遍滿每位教職員及每位同學的心，求聖靈帶

給各人平安及安穩的心，願主賜下這禾場遍滿主的喜樂。 

 
 
11月7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 李莉莉堂委 宣    道： 吳炳華牧師 

領    詩： 張必瑩姊妹 敬 拜 隊： 張詠芝姊妹 黃麗芬姊妹 

司    琴： 李道心弟兄 招待司事： 鄭英偉弟兄 鄧潔儀姊妹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陳 浩弟兄 插    花︰ 鄧潔儀姊妹 

兒童崇拜： 莫靜儀姊妹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 

電話：2476 0018   傳真：2476 0050   地址：元朗鳳攸東街 

網址：www.ccckychurch.org          電郵：keiyuenchurch@gmail.com 

        顧問牧師:吳炳華牧師       堂主任：洪允其宣教師 

        幹    事:李昌輝弟兄       校園福音幹事：李莉莉姊妹 

母堂：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  地址：新界元朗屏信街五號 

電話：24760089              傳真：24735810 

Email:info@ylcccc.org     Whatsapp:52644669   網址:www.ylcccc.org 



閱讀分享 

尚蕙賢姊妹 

      

書名：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 

作者：溫偉耀 

出版：明風出版 
 

 祈禱，就是與神對話，是信徒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有人說：祈禱不難，

把我們所需要的告訴天父就是了。然而，本書作者提醒我們，祈禱最重要

的目的，並不是功利或功能式地向神求取甚麼，而是人透過跟神情感上的

交流，慢慢與神的心靈貼近。作者指出祈禱應包含 6個主要內容：讚美、

感謝、認罪、奉獻、祈求和代求。繼而談及神的旨意、神對人表達心意的

方式、和怎樣透過禱告尋求神的旨意。 

 

對於一般信徒而言，相信最困難的，莫過於要「明白神的心意」了。神

對人表達心意的方式，會直接透過異象和超自然的神蹟，來向我們啟示祂

的旨意。神又會利用突然發生的事情，例如突然的阻撓或突然的順利來顯

明祂的旨意。不過，作者強調不能以事情的順利與否作為認清神旨意的標準，就如以色列的兒子約瑟，

以及保羅的經歷，都是反面的例子。除了以上兩種方式，神最常向人顯明祂的旨意的做法，包括透過

聖經、環境和際遇 （「環境順逆」） 的佈局、聖靈在人心中的指引 （「內心感動」），以及這三種方式，

即「三重亮光」的互相配合。作者比較「內心感動」和「環境順逆」兩方面，認為內心感動是主要的

參考因素、而環境順逆為次要的參考因素。他以巴蘭、基甸、約拿為例，認為神採取透過外在環境、

際遇的順逆安排來啟示祂心意的方式時，「通常是用於那些與神較為生疏、屬靈質素較為淺薄的人的

身上」。對於這一點，我就不敢苟同了。因為聖經裏也曾多次提及神用這種方式向人啟示祂的心意，當

中包括先知以利亞等。 

 

 我認為本書的名字稱為《如何以禱告尋求神的旨意》會更為貼切，因為書中有關它的內容篇幅最多，

也最仔細，令我印象深刻。聖靈在人的心中說話，是透過禱告帶給人感動，繼而讓人從心裏、從禱告

當中聽到內在肯定的聲音，以致能把握神的旨意。作者以選擇接受大學的取錄為例子，闡釋尋求神旨

意的步驟：先客觀分析事實、繼而透過仰望的祈禱，一步一步地尋求神的心意。這需要透過一段時間

的懇切祈禱，將自己的心意放下，慢慢地神的旨意便會顯露出來。作者指出：如果和神有深切認識，

越是容易尋求神的旨意，甚至可以跨過那些步驟，經禱告後，心中便有感動，很快便可以作出抉擇。

當然、以上都是建基於對聖經真理有全面的把握和認識，在在提醒我每天要多花時間讀經和祈禱，與

神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作者亦有探討如何在祈禱中辨認神的聲音、如何進行對神的聲音更為「熟悉」等，理論與實踐並

重，幫助我們進一步掌握怎樣按照神的旨意祈禱。本書難得之處，是作者記錄了一些常見的問題，

並提出解答。總的來說，本書內容豐富，值得我們仔細閱讀。 

 

徵⽂：歡迎各位借閱書籍後分享讀後感 



日期: 11月 07日 11月 14日 11月 21日 11月 28日 

週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 基督君王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宣道: 吳炳華牧師 洪允其宣教師 陳智衡牧師 梁盛龍牧師 

主禮: 李莉莉堂委 鄧潔儀堂委 鄭懿琳堂委 蘇冠豪堂委 

領詩: 張必瑩姊妹 鄭懿琳姊妹 鄭一心弟兄 黎慧嫻姊妹 

崇拜後: 

每月之星 主日學 主日學 主日學 

祈禱會 研經班  研經班 

學道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