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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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必瑩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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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宣  召： 詩篇第 37 篇 3 節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1. 向至高者讚美 

2. 施恩的主 

3. 祈求主聖靈 

眾坐 

啟  應： 帖撒羅尼迦後書1章3-12節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以弗所書4章17-24節 眾坐 

宣    道： 「棄舊迎新的生命」 眾坐 

回 應 詩 : 祈求主聖靈 眾坐 

聖 餐 禮 :  眾立 

奉    獻：  眾坐 

家事報告：  眾坐 

代  禱：  眾坐 

差遣祝福： 
 眾立 

散 會 詩： 每日求主引領我 眾立 



啟應(帖撒羅尼迦後書 1 章 3-12 節) 

 

啟：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上帝，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的信心格
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 

應： 甚至我們在上帝的各教會裡為你們誇口，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
難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 

啟： 這正是上帝公義判斷的明證，叫你們可算配得上帝的國，你們就是為這
國受苦。 

應： 上帝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也必使你們這
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平安。 

啟： 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要報應那不認
識上帝，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
離開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 

應： 這正是主降臨要在祂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
的那日子。 

啟：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上帝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
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 

同誦： 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祂上得榮耀，都照著
我們的上帝並主耶穌基督的恩。 

 

 

 

讀經(以弗所書4章17-24節)  

 

17 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的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
18 他們心地昏昧、與 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19 良

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20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21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
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講道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事報告 
 
1. 今天主日崇拜後舉行祈禱會於 111 室進行，歡迎各位堂友參與。 
2. 今天下午一時正於 111 室舉行堂委會議，請各位堂委出席。 
3. 【 基元堂全堂退修會 IV 】將於 10 月 30 日舉行，歡迎全堂參與，資料如

下： 
主題：鬧市曠野 
講員：吳炳華牧師 
日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 (日)    
時間：11:3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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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請到司事枱，於【 基元堂全堂退修會 IV 】報名表上，填上名字；若
需要協助購買當日之午膳(三文治+紙包飲品)一份，也歡迎在登記表上填上
✔號，以便安排。請踴躍參與。 
查詢：請各位弟兄姊妹聯絡洪宣或幹事，協助大家登記。 

4. 洪宣於 10 月 5-6 日參與區會差遣宣教師退修會，地點於上水聖保祿樂靜院
舉行。如有事務請直接致電洪宣手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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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區會事宜：本會歷年定於十月份第二主日舉行「區會主日」，其用意為鼓勵
及提醒所屬各堂校，無論歷史淵源，規模大小，均為區會成員之一，並藉「區
會主日」之特別奉獻，表達「區會一家、肢體相助」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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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措施提示： 
➢ 根據政府宣佈降低「疫苗通行證」適用年齡至五歲，由九月三十日起，

五至十一歲兒童至少須已接種第一劑疫苗而未滿三個月，才能符合「疫
苗通行證」的接種要求。由於教會被列入為「指明處所」，所以進入教會
參與宗教聚會者須符合上述要求。請各位家長留意並見諒教會必須執行
有關條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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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入數紙交
給本堂司庫翟韻姿堂委，請寫上全名，以便發出收據。 

8. 9 月 25 日出席主日崇拜現場人數 49 人;直播人數 3 人，獻金$5,015。 
 
 



代禱事項 
 

1. 求主帶領本堂發展，堂會整體發展由聖靈引領各堂委同心合意，按主的旨意行。

求主賜我們渴慕聖道的心，努力在主的教導中，活出在生活裡，見證基督。 

  

2. 求聖靈引領我們的心常常火熱，努力學習主的教導，活現在生活中；求主幫助

我們，努力承擔教會事工的發展，傳揚祢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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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 鄧淦升堂委 宣    道： 姚志豪牧師 
領    詩： 蘇冠豪弟兄 敬 拜 隊： 黃麗芬姊妹 黃海亮弟兄 
司    琴： 陳奕謙弟兄 招待司事： 鄧勝年弟兄 何轉娣姊妹 
影    音： 丘浩研弟兄 李莉莉姊妹 插    花： 黎慧嫻姊妹 
兒童崇拜： 莫靜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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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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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