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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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冠豪弟兄 司    琴： 陳奕謙弟兄 

影    音： 鄭一心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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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章6節 

我從出母胎被祢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祢， 
我必常常讚美祢。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1. 容我寧靜 

2. 祢是我神 
眾坐 

啟  應： 哥林多前書13章1-13節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路加福音4章21-30節 眾坐 

宣    道： 「靈性模糊帶來的錯誤」 眾坐 

回 應 詩 : 祢是我神 眾坐 

奉    獻：  眾坐 

堂務報告：  眾坐 

代  禱：  眾坐 

祝    禱： 
 眾立 

散 會 詩： 真光普照 眾立 

 



啟應(哥林多前書 13 章 1-13 節) 
啟：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

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
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應：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啟：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

羞的事。 
應：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

理。 
啟：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應： 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

於無有。 
啟：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

的必歸於無有了。 
應：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啟：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應：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同誦：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讀經(路加福音4章21-30節) 

21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22 眾人都稱讚他，並希奇他口

中所出的恩言。又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麼。23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必引這俗語
向我說，醫生，你醫治自己罷。我們聽見你在迦百農所行的事，也當行在你自己家

鄉裡。24 又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25 我對你

們說實話，當以利亞的時候，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遍地有大饑荒，那時，以色

列中有許多寡婦。26 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他們一個人那裡去，只奉差往西頓的撒

勒法，一個寡婦那裡去。27 先知以利沙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痲瘋的。但

內中除了敘利亞國的乃縵，沒有一個得潔淨的。28 會堂裡的人聽見這話，都怒氣
滿胸。29 就起來攆他出城，他們的城造在山上，他們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30 他卻從他們中間直行，過去了。 
講道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事報告 
1. 疫情持續，為減低聚集帶來之感染風險，本堂將實施以下措施配合： 

（ａ） 2 月 6 日及 13 日將繼續暫停實體崇拜參與，只進行網上直播；除
事奉人員外，請堂友們參與網上崇拜直播。 

（ｂ）若堂友們並非參與事奉，卻想回來教會參與，請先與洪宣或幹事聯
絡登記。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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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如有任何最新消息，在群組中通知各位。 

  
2. 《基元堂全堂退修日 II》已因應疫情措施的配合下，延後至３月６日舉行，

請各位留意。 
  
3. 「新年全堂心意祈願」於一月份收集大家的心願，為各人禱告守望相顧代

求。 
  
4. 溫馨提示：2022 年全堂靈修材料選用「爾道自建」手機程式連結，已於 1

月 1 日起全堂一起使用閱讀，仍需要協助在手機中安裝應用程式者，請與
同工聯絡 。 

  
5. 本堂主日崇拜繼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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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3 日出席主日崇拜現場人數 16 人;直播人數 24 人。 
  
  

 

  



代禱事項 

1. 疫情持續影響，主日崇拜只能維持網上直播進行。求主幫助各位弟兄姊妹，

在主日作最佳的準備，專注投入在直播中敬拜主。求聖靈引領我們，明白主

的教導，在生活中實踐主的真理。 

  

2. 求主帶領基元中學中六學生，現正進行模擬考試，願各人有好的休息，也專

心投入溫習，努力依靠主面對，盡力應試。 

  

3. 本港多處地區發現受感染個案及群組，因應隔離措施實行，市民需要在生活

上作出配合轉變；求主幫助，讓長期病患及需要生活支援的人仕得到妥善照

顧，受感染者得到適切醫治康復。求主幫助各國政府及研發疫苗機構，研發

防疫疫苗及設定有效抗疫對策，減低疫情帶來的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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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懿琳姊妹 司    琴： 陳奕謙弟兄 

影    音： 廖勇哲弟兄 李昌輝弟兄 插    花︰ 馮潔文姊妹 

兒童崇拜： 暫停   

    



閱讀分享 

李明臻弟兄 

      

書名：給靈命把把脈 

作者：嚴鎮國、吳燕玲 

出版：宣道 

 

一個平常的日子，突然「被借閱」了一本有關基督教的書 - 給

靈命把把脈，如書名這本書能給讀者看看自己的人生到今天的

得著感悟是否健康，作者亦會像醫師給出對應問題的「處

方」。 

 

作者的撰寫目的是讓讀者思索自己的信仰成長經歷，不會再模

糊地過日子，錯失寶貴的機會及時間，如導師般指引，使信仰

健康的成長起來。 

這本書共十章，內容都是信仰成長中的必經階段，用一大頁漫

畫及簡潔的文字說出該章節主題的重點、重要性、常理解錯誤

的位置及下一步的改善。每章如此。 

 

 

讀後感： 

人們大多都模糊的過日子，因不能離開習慣了的生活方式，日常已決定了，改變是困難辛苦的 

，但真的應該這樣對待自己嗎？現在擁有的一切不妨重新看看，可能這角度能看到日常不一樣的景

象，可試試「突然」，未嘗不是一種體驗成長的好方法。看看自己知道成長的困難後，下一步選擇

是甚麼，會否對症下藥。 

 

像現在，2021年9月26日早上因突然「被借閱」的事，試寫這自從中學畢業後未寫過的閱讀報 

告，感覺有些害羞、不習慣，但知道這是我自己，而我些時把脈把出來了。這本書清晰。本來不易

看書的我也能看完，多靠書中漂亮的漫畫，漫畫能清楚用畫中人物、物品、場景確實表現書中想說

明的內容，GOOD！值得推薦！ 

 

 

徵文：歡迎各位借閱書籍後分享讀後感 



日期: 2月 6日 2月 13日 2月 20日 2月 27日 

週別 顯現後第五主日 顯現後第六主日 顯現後第七主日 顯現後第八主日 

宣道: 吳炳華牧師 洪允其宣教師 王家輝牧師 李祖耀牧師 

主禮: 洪允其宣教師 李莉莉堂委 洪允其宣教師 李莉莉堂委 

領詩: 鄭懿琳姊妹 鄭一心弟兄 黎慧嫻姊妹 張必瑩姊妹 

崇拜後: 

祈禱會(暫停) 每月之星(暫停) 主日學(待定) 主日學(待定) 

 主日學(待定)  研經班(待定) 

 研經班(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