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
主日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
202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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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淦升堂委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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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蘇冠豪弟兄

敬 拜 隊： 黃海亮弟兄 張詠芝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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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李道心弟兄

招待司事： 李嘉琪姊妹 楊鳳兒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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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弟兄 李昌輝弟兄

道： 吳炳華牧師

花： 張必瑩姊妹

兒童崇拜：邱柏熹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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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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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誦：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主的門徒。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這個人開了工，卻
不能完工。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敵
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麼。
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
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或用在田裡，或堆在
糞裡，都不合式．只好丟在外面。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讀經(約翰福音16章1-15節)
1 我已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使你們不至於跌倒。2 人要把你們趕出會堂，並且時候
將到，凡殺你們的，就以為是事奉上帝。3 他們這樣行，是因未曾認識父，也未曾
認識我。4 我將這事告訴你們，是叫你們到了時候，可以想起我對你們說過了。
我起先沒有將這事告訴你們，因為我與你們同在。5 現今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裡去．
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你往那裡去。6 只因我將這事告訴你們，你們就滿心憂愁。
7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
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8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
備自己。9 為罪，是因他們不信我。10 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就不再見
我。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12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
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14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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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今天主日崇拜後舉行全堂祈禱會，請各位堂友參與。

2.

今天下午一時正於１１１室舉行堂委會會議，請各位堂委出席。

3.

同工事宜：李昌輝幹事因個人理由辭任事務幹事職務，於本月底離職。

4.

招募事宜：崇拜部於新一年度，招募侍奉崗位人手，讓弟兄姊妹在崇拜服侍
中彼此配搭，發展恩賜，與主同行得力侍奉。附件招募單張列出各項侍奉崗
位，邀請弟兄姊妹投入，選上你參與的侍奉崗位(可選擇多於一項崗位)；請
將附頁報名表填寫並撕下回條交崇拜部堂委張必瑩堂委。

5.

婚姻喜訊：王憲基弟兄與謝素明姊妹謹於 2022 年 9 月 10 日下午 2 時，於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舉行結婚典禮，誠摯邀請基元堂主內弟兄姊妹參與，共
證婚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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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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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月 28 日出席主日崇拜現場人數 46 人;直播人數 8 人，獻金$1,050.4。

代禱事項
1. 求聖靈保惠師保守我們，幫助我們，敏銳於罪的引誘；天天與主親近，依靠主
的教導，遠離罪所帶來的試探。求聖靈光照我們的心，賜下平安與喜樂，引領
我們常常顧念弟兄姊妹的需要，幫助我們建立彼此相顧，禱告中彼此守望的心，
共建榮耀主名的群體。
2. 求主帶領本堂發展，堂會整體發展藉聖靈引領各堂委同心合意，按主的旨意行。
求主幫助本堂，在轉變中繼續依隨主的使命前行，努力在主的教導中活出在生
活裡，見證基督。
3. 基元中學新學年開始，求主帶領各位老師們，滿有主的喜樂面對新挑戰，也賜
下智慧與力量，讓老師們在繁重教務中，身心靈也在主的保守下得健壯應付。
也求主賜同學們積極的心，努力面對學業，也努力學習依靠主面對新學年帶來
的挑戰。
4. 為香港禱告守望，疫情下確診數字仍然高企，影響各人的生活，民生及經濟也
面對艱鉅的挑戰。求主帶領香港，在祢的引領中，渡過困境，活在困苦中的各
階層，得平安與幫助面對前路，生命中認識基督耶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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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翟韻姿堂委
領
詩：黎慧嫻姊妹
司
琴：陳奕謙弟兄
影
音：陳 浩弟兄 廖勇哲弟兄
兒童崇拜：紀麗群姊妹

宣
道：
敬 拜 隊：
招待司事：
插
花：

洪允其宣教師
李嘉琪姊妹 黃麗芬姊妹
鄧勝年弟兄 黃啟鴻弟兄
黎慧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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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崇拜事奉團隊
感恩主基督耶穌的帶領，本堂全面發展邁向八周年，願主使
用本堂每位弟兄姊妹在教會發展的使命上盡心、盡意、盡力
地發揮主賜的能力，將主的福樂帶給來到本堂全心敬拜的每
一位，榮耀基督的名。

崇拜部於新一侍奉年度，招募侍奉崗位人手，讓弟兄姊妹在
崇拜服侍中彼此配搭，發展恩賜，與主同行得力侍奉。邀請
弟兄姊妹投入下列侍奉崗位，請以剔號填在下列方格，選上
你參與的侍奉崗位(可選擇多於一個項崗位)，並撕下回條交
回崇拜部堂委張必瑩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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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我 （

條

）願意參與在下列的崇拜侍奉，

請與我聯絡 （手電號碼：

）。

□ 敬拜組

□ 場地排列及收拾

□ 聖壇花組

□ 製作崇拜場刊及投影片

□ 司事及招待組

□ 兒童崇拜

□ 影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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