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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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允其宣教師 

領    詩： 鄭懿琳姊妹 敬 拜 隊： 李嘉琪姊妹 黃海亮弟兄 

蘇冠豪弟兄 黃麗芬堂委 

司    琴： 陳奕謙弟兄 招待司事： 何均就弟兄 尚蕙賢姊妹 

影    音： 楊翰琛弟兄 丘浩研弟兄 插    花： 李莉莉姊妹 

兒童崇拜： 陳子卿姊妹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宣  召： 詩篇第 146 篇 6 節 
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祂守誠實，直到永遠。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1. 有一位神 

2. 信心的等待 

3. 最美好的仗 

眾坐 

啟  應： 提摩太前書2章1-7上節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提摩太前書6章6-19節 眾坐 

宣    道： 「美好勝仗我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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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禱： 
 眾立 

散 會 詩： 成為我異象 眾立 



啟應(提摩太前書 2 章 1-7 上節) 

 

啟：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應：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 
啟： 這是好的，在上帝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應：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啟： 因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

基督耶穌。 
應：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同誦：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

習真道。 
 

 

 

讀經(提摩太前書6章6-19節) 

 

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
帶甚麼去．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9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
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10 貪財是萬惡之根．
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11 但你這屬 神
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12 你要為真
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
的見證。13 我在叫萬物生活的 神面前、並在向本丟彼拉多作過那美好見證的基
督耶穌面前囑咐你、14 要守這命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顯現．15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16 就是那
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要將他顯明
出來。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他。阿們。17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 神。18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供給或作體貼〕19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講道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事報告 
 
1. 感恩主帶領本堂成立八周年，主日崇拜後舉行慶典，歡迎各位參與，同慶主

恩。 
  
2. 洪宣於 9 月 27-29 日參與本會舉行宣教師退修會，如有事務請與幹事聯絡。 
  
3. 本堂洪允其宣教師，經區會通過及接納為區會宣教師，訂於 10 月 16 日下

午 3:00 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禮拜堂舉行差遣禮。本堂現備專車於下午 2:00

出發，下午 5:00 回程；如欲出席觀禮，請於司事枱報名，名額 50 位。 
  
4. 區會事宜：本會為貫徹透過學校傳道服務宗旨及辦學願景，邀請堂校一同合

作，推動校牧事工計劃。事工推動需要龐大經費，敬請為區會校牧事工進行
捐款，協力推動。捐款者請使用附上之「校牧事工奉獻捐款」，以支票(抬頭：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或銀行入帳 (戶口：匯豐銀行 001-101161-002)之收據，放進捐
獻封；同工將協助交付區會處理。凡捐款 HK$100 或以上者，可獲發收據

作申請免稅之用。 
  
5. 溫馨提示：所有進入學校參與崇拜及各項活動之教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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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參與視頻形式之活動。感謝弟兄姊妹支持本堂福音事工發展，歡迎各位

一起參與實體活動。弟兄姊妹若未能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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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入數紙交給本堂司庫翟韻姿堂委；請寫上姓名，以便發出收據。 

  
6. 9 月 18 日出席主日崇拜現場人數 151 人;直播人數 15 人，獻金$1898.2。 

 

  



代禱事項 
 
1. 感恩主帶領本堂成立八周年，願主繼續帶領本堂弟兄姊妹，彼此同心合意，實

踐主賜給本堂的使命，按主的旨意行。努力在堂校及本區傳揚祢的名。 
  

2. 求主賜我們的心對主的教導渴求，求聖靈幫助我們，常常禱告，勤讀聖經，在
生活裡活出主的教導，見證基督。 

  

3. 繼續為烏克蘭地區的人民守望，求主幫助，在當地的入侵及戰亂盡快停止，生
活陷在壓迫與戰亂中的人民得釋放。求主的靈保守當地人民的靈性，在大患難
中對主的信心堅定，堅固他們，安慰他們，跨過困局。 

  
 
10 月 2 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 莫靜儀姊妹 宣    道： 吳炳華牧師 
領    詩： 黎慧嫻姊妹 敬 拜 隊： 吳少玲姊妹 張詠芝姊妹 
司    琴： 李道心弟兄 招待司事： 邱栢熹弟兄 楊鳳兒姊妹 
影    音： 鄧淦升弟兄 張紀柔姊妹 插    花： 張必瑩姊妹 
兒童崇拜： 紀周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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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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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0月 2日 10月 9日 10月 16日 10月 23日 10月 30日 

節期: 
聖靈降臨期 
第十八主日 

聖靈降臨期 
第十九主日 

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主日 

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一主日 

聖靈降臨期 
第二十二主日 

主日專題: 聖餐主日 區會主日  元朗堂堂慶  

宣道: 吳炳華牧師 姚志豪牧師 黃細英傳道 

到元朗堂 

參與主日崇拜 

江偉才牧師 

主禮: 張必瑩堂委 鄧淦升堂委 莫靜儀堂委 黃麗芬堂委 

領詩: 黎慧嫻姊妹 蘇冠豪弟兄 鄭懿琳姊妹 黎慧嫻姊妹 

崇 

拜 

後 

祈禱會 每月之星分享會  學道班 

學道班 研經班  全堂退修會(IV) 

 學道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