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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 – 

 主  禮：陳家鴻弟兄       宣  道：石玉如女士 

 宣  言：英大綱執事       啟 應：宋慧儀姊妹 

 領  詩：周文姬姊妹       司  琴：葉惠雯執事 

 音  響：甘偉康弟兄       插  花：黃少琴姊妹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殿  樂：  眾坐 

著    往： 主禮人進堂 眾立 

宣  召： 箴 9:10, 4:23 眾立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崇    敬 : 獻奏世頌 232首(主同在) 眾立 

祈    禱： 主禮人領禱後，同唸主禱文 眾坐 

宣    言： 教育主日宣言 眾坐 

歌    頌： 普頌 49首(神聖純愛) 眾立 

啟    應：箴 8:32-33; 3:5-6; 17:14, 27; 6:7-8, 10:4; 21:13, 眾坐 

19:17; 20:9, 21:2;提前 4:16, 箴 22:6 

啟：孩子們，現在要聽從我，謹守我道的有福了。 

應：要聽訓誨，得智慧，不可棄絕。 

啟：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應：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認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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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紛爭掀起，如同缺口的水；因此，爭端尚未爆發就當制止。 

應：節制言語的，有見識；性情溫良的人，有聰明。 

啟：螞蟻沒有領袖，沒有官長，沒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在收割時儲存糧食。 

應：手懶的，必致窮乏；手勤的，卻要富足。 

啟：塞耳不聽貧寒人哀求的，他自己呼求，也不蒙應允。 

應：憐憫貧寒人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啟：誰能說：「我已經潔淨了我的心，脫淨了我的罪？」 

應：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正直，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啟：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導，要在這些事上恆心， 

    因為這樣做，既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同誦：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讀  經： 士 13:1-14 眾坐 

宣  道： 當怎樣待這孩子？ 眾坐 

頌  讚： 同唱 (榮耀頌) 眾立 

  但願榮耀歸與父，子，聖靈，父，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堂務報告：  眾坐 

差遣祝福：  眾立 

阿 們 頌：  普頌 890首 (阿們)  眾立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飭    歸：   普頌 384首(賜福差遣子民) 眾立 

  (會眾請坐默禱  琴音起奏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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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教育主日宣言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數十年來積極參與教育工作，是因為相信

培育下一代是上帝交託我們的使命；是因為相信回應社會的實際需

要，教會當責無旁貸。本會辦學的宗旨是「透過學校、傳道服務」，

深信以事奉神服侍人的心態去履行教育的神聖任務，同時也能為福

音見證。 

本會奉行的教育哲學是「全人教育」，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在生

命的造就，「人格」的建立。除培養兒童及青少年有優良品德、高

雅情操與智、仁、勇三達德外，更期望兒童及青少年有健康的人生

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及強烈的社會意識；嚮往公義，追求真理，他

日積極參與改善社會，貢獻國家，促進人類和平。 

本會基於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一向支持「普及教育」，使下一

代無分貧富智愚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辦學乃秉承基督教訓，

藉此引導兒童及青少年行走正確的道路；追求永恒的真理；得著豐

盛的生命。 

面對將來，本會會繼續肩負教育使命，更盡力適切社會情況，

在教育領域裏尋求革新，致力民主教育，為這時代培養出勇於承擔、

樂於服務、甘於委身的人。在此呼籲本會堂校同心合意，對所受託

的使命作更大的努力，實踐「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

愛」的辦學願景，造福兒童及青少年，歸榮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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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經文（士 13:1-14） 

「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1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

四十年。 

2那時，有一個但支派的瑣拉人，名叫瑪挪亞。他的妻子不懷孕，不生育。

3耶和華的使者向那婦人顯現，對她說：「看哪，以前你不懷孕，不生育，

如今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4現在你要謹慎，清酒烈酒都不可喝，任何不

潔之物都不可吃，5看哪，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不可用剃刀剃他的頭，

因為這孩子一出母胎就歸給上帝作拿細耳人。他必開始拯救以色列脫離非

利士人的手。」6那婦人來對丈夫說：「有一個神人到我這裏來，他的容

貌如上帝使者的容貌，非常可畏。我沒有問他從哪裏來，他也沒有把他的

名字告訴我。7 他對我說：『看哪，你要懷孕，生一個兒子 。現在，清

酒烈酒都不可喝，任何不潔之物都不可吃，因為這孩子從出母胎一直到死

的那一天，要歸給上帝作拿細耳人。』」 

8瑪挪亞祈求耶和華說：「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們這裏來，指示

我們對這將要生的孩子該怎樣作。」9上帝垂聽了瑪挪亞的聲音。那婦人

坐在田間的時候，上帝的使者又到她那裏，但是她的丈夫瑪挪亞沒有同她

在一起。10 婦人急忙跑去告訴丈夫，對他說：「看哪，那日到我這裏來

的人又向我顯現了。」11 瑪挪亞起來，跟隨他的妻子來到那人那裏，對

他說：「你就是跟這婦人說話的那個人嗎？」他說：「是我。」12 瑪挪

亞說：「現在，願你的話應驗！這孩子該如何管教呢？他當做甚麼呢？」

13 耶和華的使者對瑪挪亞說：「我告訴這婦人的一切事，她都要遵守。

14 葡萄樹所結的不可吃，清酒烈酒都不可喝，任何不潔之物也不可吃。

凡我所吩咐的，她都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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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務報告 

1. 致謝：今天承蒙石玉如女士蒞臨宣道，讓我們獲益良多。她從事教育

工作多年，退休前擔任英華女學校及全完中學校長；現在致力協助本

會學校發展，擔任本會基慈小學、基真小學及上水堂幼稚園的校監。

她亦是基朗中學的校董之一，支持本堂與基朗中學開展校牧事工。疫

情期間，願主保守石校長出入平安，身心靈皆健壯。 

2. 教育主日：因應疫情，早堂將會預先錄影，基朗中學中一同學將留在

家中觀看錄播崇拜；真光學校小六同學則於回校面授時在宗教堂觀看。

午堂由石玉如女士(前英華女學校校長)擔任講員，並邀請本堂四所幼

稚(兒)園兩位校監負責啟應及本會教育主日宣言，四校教師也是留家

觀看崇拜直播。 

3. 執委會會議：今天下午 1:30 在大活動室舉行 9 月份執委會，請各位

執委留意出席，共商聖工。 

4. 9 月份教會聚會：依據限聚令及教會聚會未獲豁免，崇拜仍以網上直

播進行。其他教會聚會在暫停期間，仍維持以下模式進行： 

錄製影片：喜樂團契、兒童主日學、Joyful、少年崇拜 

Zoom：撒母耳團契、高小及中學級主日學 

5. 信徒讀經計劃：10至 12月份將讀約書亞記、加拉太書、約珥書、士

師記及提多書，如欲訂購下一期的「每日讀經釋義」，請繳付 20 元費

用作實，現以開始報名，截止報名日期為 20/9/2020。 

登記：請掃描右邊 QR code 進行登記 

   或 

透過教會手機 whatsapp 報名 

繳款：將現金 20元放入奉獻封，註明參加讀經計劃 

   或 

銀行轉賬：034-046-797001 匯豐（請將入數紙或網上轉賬相片 

whatsapp 教會手機 5264-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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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2020 年度事工報告：請各部部長於 10 月 4 日或以前交回辦公

室同工，以便集合編印年報。 

7. 香港聖樂促進會課程：崇拜與聖樂網上普及課程《空中學堂》將於 10

月開始，每月推出一科，幫助崇拜事奉者進深思考及掌握其事奉的基礎

理論及技巧，適合崇拜主席、領詩、司琴、讀經員及敬拜隊員修讀。 

各科課題： 

10月《崇拜與禮儀:主席職事探討》譚靜芝博士 

11月《迎向深度敬拜:敬拜流程設計與敬拜隊訓練》譚子舜牧師 

12月《崇拜讀經員入門操練》譚靜芝博士 

1月《聖詩與靈歌歌詞演繹》黃葉綺娟女士 

2月《聖詩領奏司琴備譜法初階》譚靜芝博士 

形式 網上學習；費用：每科港幣$100或人民幣¥100 

報名：右邊 QR code 

8. 區會家長講座(收費網上版)：家庭支援服務中心「愛做父母」家長講

座，講員：陳廷三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專

責學生輔導、學校訓育及家長教育等課程。擅長家長教育及輔導工作，

經常受邀出席家長及學校的講座及工作坊，以日常事例分析現今成人與

孩子的相處模式之謬誤。 

1.沉重的小家庭 (第一節已截止報名) (錄影發佈日：9月 18日) 

2.從子女到父母-心境重整與自我超越 (錄影發佈日：10月 16日) 

3.讓生命盡情發揮-主導人生 (錄影發佈日：11月 20日) 

4.面對子女的局限 (錄影發佈日：12月 18日) 

5.看成敗，更應看對錯 (錄影發佈日：2021年 1月 15日) 

6.活在資訊科技普及的年代-基礎教育的定位 (錄影發佈日：2月 26日) 

7.敢於成為子女的愛情世界導師 (錄影發佈日：3月 19日) 

8.有待父母終身學習的功課：原諒 (錄影發佈日：4月 16日) 

收費：每節$100；每節報名截止日期：錄影發佈日前 4日 

報名：右邊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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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真光幼稚園二校校長：校董會遴選小組一致通過鄭素嘉女士由 2020年

9 月 1 日起出任真光幼稚園二校校長；願主賜恩鄭校長，並堅立她手所

作的工，造就孩子們在真道上成長。 

10. 2020區會認捐金旗及慈愛券紀念品：請曾認捐金旗或購買慈愛券的弟

兄姊妹，於教會辦公時間，回堂領取金旗或慈愛券紀念品。 

11. 關懷代禱：學校依序陸續恢復回校面授課堂，請為同學、老師及學校職

工們代禱，求主保守他們順利恢復學校的生活，賜他們眾人平安與健

康。 

12. 本堂奉獻項目:常年經費、感恩捐、社會服務捐、培材捐、獻花捐(每 

次$50)、獻刊捐(每次$50)、神學教育捐及特別捐(如基朗校牧事工)。 

 奉獻方法︰ 

 郵寄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或 

「Yuen Long Church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Limited」 

地址：元朗屏信街 5號 

 銀行轉賬：034-046-797001 匯豐（請將入數紙或網上轉賬相片 

whatsapp 教會手機 5264-4599；whatsapp 前也先確定已加入教會群

組，可致電教會 2476-0089辦理） 

 

下主日「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事奉人員  

 講    題：誰是最大的權柄 ？      主禮：陳善慶執事 

 經  文：羅 10:1-13        宣道：盧佩儀牧師 

 領  詩： 翁秋嫺姊妹        司琴：梁啟光弟兄 

 音    響：甘偉康弟兄        插花：黃鳳英姊妹 

 
下主日少年崇拜  事奉人員  

 講    題：主的憐憫與恩慈     經    文：太 21:23-32 

 主    禮：任雋詠姊妹    宣召經文：詩 78:1,4 

 信息分享：謝祥昌弟兄     啟應經文：詩 2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