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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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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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芬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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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
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
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上帝，也歸與羔羊。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
拜上帝，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大力，都
歸與我們的上帝，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那裡來的？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
了。
所以他們在上帝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
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
他們一切的眼淚。

讀經(約翰福音19章25-30節; 箴言23章22-25節)
25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的母親、姨母、革羅罷的妻子馬利亞，和抹大拉
的馬利亞。26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
「母親，看，
你的兒子！」27 又對那門徒說：
「看，你的母親！」從那刻起，那門徒就接她到自
己家裏去了。28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使經上的話應驗，就
說：
「我渴了。」29 有一個盛滿了醋的罐子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綿蘸滿了醋，綁
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嘴邊。30 耶穌嘗了那醋，說：
「成了！」就低下頭，斷了氣。
22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不可因母親年老而輕看她。23 你當獲得真理，不可出賣，
智慧、訓誨和聰明也是一樣。24 義人的父親必大大快樂，生智慧兒子的，必因他
歡喜。25 願你的父母歡喜，願那生你的母親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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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季少青團契，自己的優點/做得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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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致謝：本主日荷蒙岑樹基牧師蒞臨宣講主道，本堂謹致謝忱。

2.

今天是母親節，本堂為各位母親送上小禮物，祝福各位母親，身體健康，主
恩同在。

3.

今天主日崇拜後舉行「每月之星分享會」
，歡迎所有堂友參與。分享會後將
舉行「研經班」於１１２室進行 ，及「主日學」於１１１室進行，歡迎所
有堂友參與。堂委會於下午一時正舉行會議，於１１１室進行，請各堂委出
席。

4.

【基元堂全堂退修會 III】將於 5 月 29 日舉行，歡近全堂參與，資料如下：
主題：與耶穌共渡一天
講員：吳炳華牧師
日期：2022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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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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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溫馨提示：依據政府於 4 月 14 日宣佈，宗教場所於 4 月 21 日起恢復開放，
而參與聚會人數規限不能超過場地容納人數五成。所有進入學校參與崇拜
及各項活動之教友，請先於個人手提電話預先安裝「安心出行二維碼應用程
式」及載入「個人電子針卡記錄」
。進入場地時，請先掃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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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以顯示確認之「基元堂之安心出行二維碼」
，於基元堂的「疫苗
通行證」裝置上掃描確認作記錄，才可進入。就「疫苗接種紀錄」或「豁免
證明書」上沒有顯示或沒有包含二維碼的人士，請出示「疫苗接種記錄」
，
或「醫學豁免證明書」，並於填報資料表上填上個人資料。未滿 12 歲而沒
有成年人士陪同的人士，必須於填報資料表上填上個人資料。進入本場地參
與活動，必須配戴口罩，清潔雙手，量度體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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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感謝弟兄姊妹支持本堂福音事工發展，歡迎各位回來教會，一起參與實體之
活動。如弟兄姊妹未能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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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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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 日出席主日崇拜現場人數 33 人;直播人數 6 人，獻金$9,280。

代禱事項
1. 為各位母親守望，在辛勞的工作及家務下，盡心盡意照顧孩子成長，願主的
喜樂天天伴隨各位母親，也願主的幫助常與各位母親同在。
2. 求主帶領堂會恢復正常開放下，幫助我們捉緊祢的旨意；專注向祢、承擔使
命實踐。求主引領我們，走進本區，傳揚祢的名、讓街坊們認識祢、也讓本
堂成為他們屬靈生命成長的地方。
3. 求主引領香港向前邁進、走出疫情下帶來的困境。願受感染者得合適醫治康
復、受困頓者得幫助步向安穩；願各人的心、得主堅固、認識主，努力向前
而行。
4. 為烏克蘭地區的人民守望、求主幫助、讓當地的入侵及擾亂盡快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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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 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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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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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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