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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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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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第九篇1-2節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祢一切奇妙的作為，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至高者阿、我要歌頌祢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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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萬有的主宰，我們感謝你！你造天丶地、海和其中的萬物，更創造
人類成為有靈的活人，成為管理大地的管家。
上主，我們同心感謝你！
你的恩典臨到中華大地，使用我們的祖先輩，孕育出燦爛的中華文化，
讓我們的民族在中華大地發榮滋長，根深葉茂。
上主，我們感謝你的恩典，稱頌你的作為。
上主，你又呼召先聖先賢，把福音傳到中華大地，建立起中華基督教會
這個合一丶本色和三自的教會。
我們為你所建立的中華基督教會獻上感恩，求你繼續使用教會，成為你
的見證。
上主，你是歷史中行奇事的大能者，正如你引領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奴
役，並賜給他們流奶與蜜之地迦南為業。
上主，我們願以你為首，求你引導！
主耶穌基督，教會的元首，當中華大地在經歷各種磨難的時候，你讓我
們成立香港區會，在香港和澳門延續中華基督教會的使命，傳承建立合
一教會的遠象。
主基督，我們感謝讚美你！
主耶穌基督，你使用我們的先聖先賢，傳揚福音，建立教會，興辦學校，
服務社群，完成你交託給教會的使命。
主啊，我們仰望你，求你賜給我們力量，使我們可以完成你交給我們的
使命！
滿有智慧和能力的主基督，在香港社會面對困難和黑暗，人人都灰心失
望的時候，你卻給我們看到光明。
主耶穌，你是應當稱頌的！
當我們被社會所經歷的巨變弄得惶惑不安，恐懼戰兢時，你卻成為我們
的保障與倚靠。
主耶穌，我們靠著你得以平靜安穩，有力量面對一切的困難與挑戰。
主啊，你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我們願植根於你的聖言，建立我們的生命。
鼓舞人心的聖靈，求你進入我們的內心，使我們生命的火被燃點起來，
樂意獻上自己，為上主使用，在大時代中成為上主有用的器皿，宣揚上
主公義丶和平國度的來臨！
聖靈，我們懇求你的來臨！
創造丶拯救和再造的三一上主，求你保守看顧你的子民，在中華大地和
世界中見證你的榮耀和作為！
願上主得著權柄和榮耀，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讀經(創世記11章1-9節)
1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2 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
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3 他們彼此商量說：
「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
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4 他們說：
「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
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5 耶和華降臨，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6 耶和華說：
「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
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7 我們下
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8 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
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9 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
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講道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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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致謝：本主日荷蒙陳嘉恩牧師蒞臨宣講聖道及望覺堂陳應城執事蒞臨探訪
本堂，謹致謝忱。

2.

本主日於奉獻封上填上區會主日捐之奉獻，獻金將直接捐獻給區會用作事
工行政。凡捐款達$100 以上者，可獲發收據。

3.

《基元堂全堂退修日》訂於 10 月 31 日崇拜後舉行，由本堂顧問牧師吳炳
華牧師帶領，歡迎每一位願意學習安靜、默想操練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報
名請到司事枱報名表上登記。

4.

今天主日崇拜後，繼續主日學課程：
《使徒行傳研經班》
，由何均就弟兄帶領，於 111 室舉行。
《研讀˙詩篇》
，由李莉莉姊妹帶領，於 112 室舉行。
《學道班》
，由洪宣帶領，於 113 室舉行

5.

本會 2021 年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謹訂於 10 月 17 日(日)下午三時三十分
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而按立牧師暨接納牧師感恩崇拜於
同日同地點，在晚上七時正舉行。

6.

本會 2021 年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暨新任總幹事就職典禮謹訂於 2021
年 10 月 23 日(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在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舉行。

7.

本會社會服務部推出「慈愛劵」運動，籌募社會服務經費及向社會人士傳
播關愛訊息。「慈愛劵」一套五款，共兩套合計港幣 HK$100。購買者請
於 2021 年 10 月 18 日前與洪宣聯絡。

8.

本會舉辦聖誕賀格刊登，給主內肢體於 2021 年 12 月在區會「匯聲」月
刊刊登，彼此聖誕互相祝賀。歡迎弟兄姊妹於 11 月 30 日前申請，每賀格
費用港幣 20 元，詳情請與洪宣聯絡。

9.

本堂主日崇拜繼續以實體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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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月 03 日出席主日崇拜人數 42 人，獻金$8,482。

代禱事項
1. 請為本會各項事工守望，新任總幹事王家輝牧師於九月正式履任、十月舉行
周年大會商討事工及發展、差遣禮及按牧禮於十月份舉行感恩主內同工持續
在本會努力為主的名服侍、本會社會服務部事工發展及經費籌募達目標。願
主帶領本會整體發展得方向，各項事工推動蒙主引領，榮耀主名。

2. 請繼續為本堂各部事工發展守望，兒童崇拜及青少年事工持續增長發展，感
恩主帶領更多人來到參與。求主賜本堂成年及職青事工發展，讓我們作鹽作
光，興旺主道，帶領領更多未認識主的人來敬拜主。求主賜我們努力研讀聖
經的心，讓生命在祢的話語中得陶造與祢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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