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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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莉莉堂委 宣    道： 洪允其宣教師 

領    詩： 黎慧嫻姊妹 敬 拜 隊： 鄭一心弟兄 李嘉琪姊妹 

司    琴： 陳奕謙弟兄 招待司事： 何均就弟兄 尚蕙賢姊妹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鄧淦升弟兄 插    花： 李昌輝弟兄 

兒童崇拜： 暫停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宣  召： 路加福音 4 章 12 節 

除基督耶穌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1. 全地至高是我主 

2. 是為了我罪 

3. 親眼看見祢 

眾坐 

啟  應： 使徒行傳5章26-32節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約翰福音20章19-31節 眾坐 

宣    道： 「親眼看見的告白」 眾坐 

回 應 詩 : 親眼看見祢 眾坐 

奉    獻：  眾坐 

堂務報告：  眾坐 

代  禱：  眾坐 

祝    禱： 
 眾立 

散 會 詩： 復活良辰 眾立 

 



啟應(使徒行傳 5 章 26-32 節) 

 
啟： 守殿官和差役去帶使徒來，並沒有用強暴，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 

應： 帶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會前，大祭司問他們說： 

啟： 我們不是嚴嚴的禁止你們，不可奉這名教訓人麼；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
充滿了耶路撒冷，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 

應：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啟：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上帝已經叫祂復活。 
應： 上帝且用右手將祂高舉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

賜給以色列人。 

同誦：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上帝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 

 
讀經(約翰福音20章19-31節) 

 
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20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

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
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24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25 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

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26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裡，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
願你們平安。27 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摸原文作看）我的手。伸出

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28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上帝。

29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30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31 但記這些事，要

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講道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事報告 
1. 依據政府於 4 月 14 日宣佈，宗教場所於 4 月 21 日起恢復開放，而參與聚

會人數規限不能超過容納人數五成，請各位留意。另外，所有進入學校參與
崇拜及各項活動之堂友，需要先掃瞄基元中學之安心出行二維碼，然後在進
入崇拜或活動場地時，掃瞄基元堂之安心出行二維碼。進入學校場地時，必
須配戴口罩，如出現發燒及檢測為陽性者，請留在家中參與視頻形式活動。 

2. 下週 5 月 1 日之主日崇拜，將會恢復在學校禮堂舉行，形式仍然以實體及
直播同步進行，請各位留意。 

3. 鑑於學校課堂仍然維持以網上形式進行，而校園仍然用作文憑試應考場地，
本堂之青少年活動仍然暫停實體進行，維持以網上形式進行進行，請留意。 

4. 感謝弟兄姊妹支持本堂福音事工發展，歡迎各位回來教會，一起參與實體之
活動。如弟兄姊妹未能回來，卻願意以奉獻形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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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月 17 日出席主日崇拜直播人數 26 人。 

代禱事項 
1. 疫情感染個案逐步下降，社區逐漸回覆正常，求主帶領本港向前邁進，走出

困境。願主的靈引領各人，幫助受感染者得合適醫治康復，受困頓者得幫助
步向安穩，願各人的心，得主堅固，認識主努力向前而行。 

2. 求主帶領今年應考中六文憑試的各人，雖然仍然在疫情的影響下進行，求主
幫助，願各人專心專注，在整個考試的過程中暢順面對，努力應考。 

3. 繼續為烏克蘭地區的人民守望，他們的生活陷在壓迫與戰亂中，求主幫助，
盡快停止入侵及擾亂，引領各方領袖以和平方式協調。求主為當地人民的靈
性守望，在大患難中對主的信心堅定，願主的靈在他們當中堅固他們，安慰
他們。 

5 月 1 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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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 翟韻姿堂委 宣    道： 吳炳華牧師 
領    詩： 蘇冠豪弟兄 敬 拜 隊： 張詠芝姊妹 黃麗芬姊妹 
司    琴： 陳奕謙弟兄 招待司事： 鄭英偉弟兄 鄧潔儀姊妹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鄧淦升弟兄 插    花： 張必瑩姊妹 

兒童崇拜： 暫停   



日期: 5月 1日 5月 8日 5月 15日 5月 22日 5月 29日 

週別 復活期第三主日 復活期第四主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 復活期第七主日 

宣道: 吳炳華牧師 岑樹基牧師 陳智衡牧師 洪允其宣教師 吳炳華牧師 

主禮: 翟韻姿堂委 黃麗芬堂委 鄭懿琳堂委 鄧淦升堂委 鄧潔儀堂委 

領詩: 蘇冠豪弟兄 鄭懿琳姊妹 鄭一心弟兄 鄭懿琳姊妹 黎慧嫻姊妹 

崇 

拜 

後 

祈禱會 每月之星 主日學 研經班 全堂退修會 III 

 研經班  主日學 
 

 主日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