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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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祖耀牧師 

領    詩： 鄭懿琳姊妹 司    琴： 翟韻姿姊妹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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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99篇9節 

你們要尊崇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祂的聖山下拜， 
因為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本為聖。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1. 聖潔的祢 

2.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3. 神啊祢在哪兒？ 

眾坐 

啟  應： 哥林多後書3章12節-4章2節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詩篇42篇1-11節 眾坐 

宣    道： 你心裏最渴想的 眾坐 

回 應 詩 : 神啊祢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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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永恆聖光 眾立 

 



啟應(哥林多後書 3 章 12 節-4 章 2 節) 
啟： 我們既有這樣的盼望，就大膽講說； 
應： 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 
啟：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沒有揭去，這

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去了。 
應：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 
啟：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應：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啟：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

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應： 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

了，不行詭詐，不謬講上帝的道理。 
同誦： 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讀經(詩篇42篇1-11節) 

1 上帝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2 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

幾時得朝見上帝呢。3 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上帝在哪裡呢。 

4 我從前與眾人同往，用歡呼稱讚的聲音，領他們到上帝的殿裡，大家守節，我追

想這些事，我的心極其悲傷。5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

仰望上帝，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6 我的上帝阿，我的心在我裡面憂悶，

所以我從約但地，從黑門嶺，從米薩山，記念你。7 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

響應，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8 白晝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禱告賜

我生命的上帝。9 我要對上帝我的磐石說，你為何忘記我呢，我為何因仇敵的欺壓

時常哀痛呢。10 我的敵人辱罵我，好像打碎我的骨頭，不住的對我說，你的上帝

在哪裡呢。11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上帝，因我

還要稱讚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上帝。 

 
講道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事報告 

 
1. 致謝：本主日荷蒙李祖耀牧師宣講主道，本堂謹致謝忱。 
  
2. 疫情持續，為配合新疫情措施，教會於主日崇拜及各項實體事工將配合安排

如下： 
（ａ） 2 月 24 日至 4 月 20 日期間，教會暫停開放，主日崇拜的實體參與

暫停，只進行網上直播，請弟兄姊妹參與網上崇拜直播。 
（ｂ）教會舉行之實體活動將暫停，可以改為於網上進行，請各位留意。 
（ｃ）如有任何最新消息，在群組中通知各位。 

  
3. 疫情新措施下，同工將安排分流在家工作，如需協助，請直接聯絡洪宣及幹

事。 
  
4. 【 基元堂全堂退修會 II 】因應疫情措施的實施，延後至３月６日舉行， 

詳情如下： 
 
主題：靜候恩主 
講員：吳炳華牧師 
日期：2022 年 3 月 6 日     
時間：12:30-3:30 
形式：網上視像ＺＯＯＭ視像程式進行 
連結：https://hkbu.zoom.us/j/97335797991?pwd=Ky9YVWdYakFYYmJmNFhhdGx2cE1qdz09 
對象：歡迎每一位願意學習安靜、默想操練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形式：經文分享、個人獨處、經文默想… 
備註：（１）不設午膳時間；（２）請按上列日子及時間，鍵入上列連結參與 
請踴躍參與 

  
5. ３月２日正式進入教會節期的預苦期，本堂選用文藝出版社發行的「２０２

２年大齋期靈修手冊」，作為本堂於預苦期選用之靈修讀本。各位可按下列
步驟，除了獲得讀本的方式，並可以全堂連繫一起，同心同步，在預苦期中，
靈程成長。 
〈2022 年大齋期靈修應用程式〉下載連結 
Android 及 IOS 按此下載：http://onelink.to/b6v4fh 
應用程式使用手冊：https://bit.ly/35fjFqQ 

  
6. 本堂主日崇拜繼續以網絡直播形式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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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月 20 日出席主日崇拜直播人數 25 人。 

 



代禱事項 
1. 求主帶領下週主日的【 基元堂全堂退修會 II 】，讓我們本堂弟兄姊妹，一起

學習靈修的操練；幫助我們在靈性上學習於繁忙的生活中，安靜在主裡。建
立我們的生活專注向祢，專心在祢的話語中，同心為教會守望。 

  
2. 求主帶領我們，常常為身邊認識的人守望；在病患中的，求主幫助我們將祢

的愛帶給他們；未認識祢的，求聖靈幫助開啟他們的心；願主賜我們敏銳的
心，在福音事上努力。 

  
3. 繼續為基元中學中六學生守望，因疫情影響模擬考試方式將作出改動；求主

幫助各人，努力依靠主，面對考試。 
  
4. 繼續為疫情中受感染者守望，求主帶領讓他們得合適治療照顧，並快快康復。

求主幫助各醫護人員，因為工作量的增多，身心疲累，願主賜他們有好的休
息，堅固他們，賜勇氣、愛心和盼望，以剛強壯膽的心繼續堅守崗位。 

  
5. 繼續為烏克蘭地區的人民守望，求主引領各方領袖以和平方式協調，停止入

侵及發生戰爭引起的擾亂及軍事衝突，讓全地得平安。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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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允其宣教師 宣    道： 吳炳華牧師 

領    詩： 蘇冠豪弟兄 司    琴： 陳奕謙弟兄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插    花： 李昌輝弟兄 

兒童崇拜： 暫停   

    



預苦期 Lent 及 聖週(Holy week)   簡介 

預苦期又稱為大齋期，首日稱為聖灰日(Ash Wednesday)至復活日(Easter)共四十

日(不計算期間的六個主日)。在聖灰日，教會牧師為信徒在額上塗灰，作為懺悔的

象徵。而聖週，是預苦期的最後一週，記念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棕枝主日 Palm 

Sunday)，潔淨聖殿、設立聖餐(Maundy Thursday)、經歷受難的一天(Good Friday)

直到得勝復活的日子來臨，成就上帝為世人的救贖恩典。 

 

預苦期中，聖壇的佈置在記念的階段帶來靈性進深的提醒。傳統用上紫色，表示

“反省悔改”，提醒我們本是罪人，需要基督的幫助，悔改而得拯救。到受難日

(Good Friday)聖壇用上黑色，記念耶穌被釘上十字架，象徵憂傷、痛苦、懺悔。

到復活日，聖壇以白色或金色佈置，是真光和喜樂的色彩，全因耶穌，使我們與上

帝和好。還有不同的物品，同樣提醒我們，例如：〝荊棘〞、〝釘子〞幫助我們更深

體會耶穌的受苦；〝百合花〞象徵神聖與純潔，代表耶穌的聖潔；〝蛋〞象徵新生命，

堅硬的蛋殼象徵墳墓。蛋殼無法限制裏面正孕育的新生命，墳墓無法阻擋主的復活。 

 

預苦期給我們的提醒： 

（１） 預苦期最初的設立是讓準備在復活節受洗的人，及曾經被教會逐離而又希

望重返教會的人，先有一段安靜默想的時期，讓他們禁食、克己、禱告，

靜思己過。 

（２） 現今進行預苦期的操練，本意仍在的；只是不再單單強調罪孽和苦楚，而

是藉着禁食、悔罪，操練自己的靈性，並體會與基督一同受苦，感受上帝

對人的愛、寬恕、恩典。還有，藉著饑餓與貧乏的親身經歷，體會貧乏者

的苦楚，將省下在吃喝玩樂的金錢中，儲起來幫助饑餓貧困的人。 

（３） 預苦期中，克己、禁食、靜思的操練，並不強調苦楚，及要求信徒面帶愁

容，禁絕一切慶典。而是要信徒專注在節儉簡樸、凡事節制、勤讀聖經、

恆切祈禱，互相提醒來簡樸度日。因此，不必刻意迴避與人同樂；上帝看

重的，不是人刻意的外在行為表現，而是人內在的心思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