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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 – 

 主  禮：宋慧儀姊妹       宣  道：蒲錦昌牧師 

 領  詩：羅文玉姊妹       司  琴：劉依妮姊妹 

影  音：甘偉康弟兄       插  花：張必瑩姊妹 

         韓力強弟兄  梁瑞貞姊妹  攝  影：宋彼得弟兄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殿  樂：  眾坐 

著    往： 主禮及詩班進堂 眾立 

宣  召： 詩 135:1,3 眾立 

  哈利路亞！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的名！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因耶和華本為善； 

 要歌頌他的名，因為這是美好的。 

崇    敬： 詩班唱世頌 546首(同來讚美萬軍之王) 眾立 

 同來讚美萬軍之王。讚美，讚美，齊來讚美祂。 

 全地應當同讚美祂。高聲讚美！全地都當高聲讚美！ 

祈    禱： 主禮人領禱後，同唸主禱文 眾坐 

歌    頌： 普頌 113首(同心歌頌神) 眾立 

啟    應： 詩 145:1-4.9,13,15-16,18-19,21 眾坐 

啟：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應：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啟：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這一代要對那一代頌讚你的作為。 

應：無論在線上、還是線下，我們都要述說你的作為， 

    傳揚你的大能。 

啟：耶和華善待萬有，他的憐憫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應：求你大施憐憫，覆庇眾生靈，免受新冠病毒的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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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耶和華一切的話信實可靠，他一切的作為都有慈愛。 

應：因著你的應許，元朗堂屹立本區一百廿二載， 

    向鄰舍見證你的大愛。 

啟：萬有的眼目都仰望你，你張手，使一切有生命的都隨願飽足。 

應：你話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在噪動不安之時，帶來福音與盼望。 

啟：耶和華臨近凡求告他的；敬畏他的，他必聽他們的呼求， 

    拯救他們。 

應：耶和華是我所投靠的，願見新冠病毒早早消退， 

    讓我們回到你的殿，還我們的願。 

啟：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 

應：基督是教會的元首，天上地上萬有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同誦：我的口要述說讚美耶和華的話； 

      惟願有血肉之軀的都永永遠遠稱頌你的聖名。 

詩班獻唱： 詩篇一百五十篇 眾坐 

讀  經： 傳 4:9-12，林前 12:12-31 眾坐 

宣  道： 互為肢體，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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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首(我愛教會) 眾立 

  (會眾請坐默禱  琴音起奏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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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一百五十篇 

劉永生 

Psalm 150, para. JAB                               John A. Behnke 

 

穹蒼青天建築聖所，河山滄海奏響聖歌！ 

歡慶頌揚諧和，矢志祈求神助。每天獻心、唱歌！ 

神已彰顯曠古美德，陽光、星輝，創於太初。 

歡慶頌揚諧和，矢志祈求神助，每天獻心、唱歌！ 

萬物眾生齊集聖所，讚美救主全地唱歌：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揚歌、擊鼓、角聲震天，彈瑟、拍鈸，舞起四方， 

歡慶頌揚諧和，矢志祈求神助，每天獻心、唱歌！ 

揚歌、擊鼓，角聲震天，阿利路亞！ 

彈瑟、拍鈸，舞起四方，阿利路亞！ 

歡慶頌揚諧和，矢志祈求神助。每天獻心、唱歌！ 

彈琴、角聲、弦樂與鼓，跳舞、拍掌、鳴鈸與簫，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崇山、高峰，峽谷、斜坡，湖泊、冰川、窄溪、闊海， 

歡慶頌揚諧和，矢志祈求神助，每天獻心、唱歌！ 

人生高低，慶祝、痛哀，神愛豐足，永不變改！ 

歡慶頌揚諧和，矢志祈求神助，每天獻心、唱歌！ 

萬物眾生齊集聖所，讚美救主全地唱歌：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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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經文（傳 4:9-12，林前 12:12-31） 
 

傳 4:9-12   9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他們勞碌同得美好的報償。10若是

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倘若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

就有禍了。 

11 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12 若遇敵攻擊，孤

身難擋，二人就能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易折斷。 

 

林前 12:12-31  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的肢體雖多，

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13 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

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並且共享這位聖靈。 

14 身體原不只是一個肢體，而是許多肢體。15 假如腳說：「我不是手，

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16 假如耳朵說：「我不

是眼睛，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17 假如全身

是眼睛，聽覺在哪裏呢？假如全身是耳朵，嗅覺在哪裏呢？18 但現在上

帝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一一安置在身體上了。19 假如全都是一個肢體，

身體在哪裏呢？20但現在肢體雖多，身體還是一個。21眼睛不能對手說：

「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22 不但如此，身

上的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23 身上的肢體，我們認為

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我們不雅觀的，越發裝飾得雅觀。24 我

們雅觀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上帝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

缺欠的肢體，25 免得身體不協調，總要肢體彼此照顧。26 假如一個肢體

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

快樂。 

 
27 你們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都是肢體。28 上帝在教會所設立的：第

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醫病的恩

賜，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29 難道個個都是使徒嗎？難道個

個都是先知嗎？難道個個都是教師嗎？難道個個都是行異能的嗎？30 難

道個個都是有醫病的恩賜嗎？難道個個都是說方言的嗎？難道個個都是

翻方言的嗎？31你們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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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務報告 

1. 致謝：今天承蒙區會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蒞臨宣道，願主賜恩蒲牧師，

使他事奉得力，生活蒙恩。 

2. 122 周年堂慶主日：崇拜後拍攝大合照及設義賣會，義賣物品包括：

兒童玩具、盆栽蘆薈、DIY潤唇膏、潤手霜及手工皂；收入全數撥捐

本堂與基朗中學開展的校牧事工。請兄姊支持。 

3. 聚會安排： 

已恢復實體聚會包括：主日崇拜、少年崇拜、中學級主日學、提摩太

團契、周六撒母耳團契、周四喜樂團契及周一晨禱會。 

10 月 25 日起將恢復的聚會：兒童級主日學及家長班。 

11月 1日起將恢復的聚會：學道班、Joyful Kids及 Joyful Gardens。  

聚會出席者敬請注意防疫衛生，清潔雙手、量體溫、全程配戴口罩，切

勿進行飲食，並以座位一半為上限。 

4. 執委會會議：今天下午 2:00，在大活動室舉行 10 月份執委會，請各

執委留意出席，共商聖工。 

5. 學道班：定於 11月 1日至 12月 6日舉行，時間為上午 9:15至 10:30，

共六堂，以實體課堂形式在 U2室進行，由劉牧師任教。完成執事考問心

事者，暫定於本年度聖誕日接受水禮，實際情況仍需視乎當時疫情，敬

請諒解。 

請向黃姑娘取報名表 或 掃右邊 QR code。 

洗禮須知： 

 成人水禮：凡決心信從基督，並已年滿 16歲 

 堅 信 禮：曾接受兒童水禮，並已年滿 16歲 

 兒童水禮：兒童未滿 16歲，由家長或監護人提出申請 

 轉 會 禮：曾在其他堂會領受水禮，由原屬教會具函推薦， 

        參與本堂聚會超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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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事會會議：11 月 1 日 (主日)下午 1:30，董事會第 242 次會議，在

真光幼稚園會議室舉行，敬請各董事留意出席，共商教會事工。 

7. 主日信徒培育課程： 

主題：逃跑先知的信息－約拿書研讀 

日期：2020年 11月 1-29日 (逢主日，11月 22日暫停) 

時間：上午 9時 15分-10時 15分 

導師：盧佩儀牧師  

形式：現場面授 

地點：活動 1室 

報名：請掃右邊 QR code 

 

    約拿書在十二先知書中是一卷與別不同的著作，它的內容不是以

上帝的話語為主，或是先知傳遞一連串的預言，而是敍述一位先知的

經歴。約拿作為耶和華的先知，他的行動異乎尋常。究竟約拿書是真

有其事還是虛構呢？約拿書的主角是誰？約拿是否真的為了逃避耶和

華而往他施去呢？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一起尋找個中答案。 

 

課程大綱： 

1. 逃跑的遭遇 

2. 魚腹裏的祈禱 

3. 從犯罪到悔罪的尼尼微城 

4. 蓖麻樹下的衝突 

 

8. 基元堂 6 周年堂慶：感恩崇拜定於 10 月 25 日上午 10 時在基元中學

禮堂舉行。我們為基元堂感謝上主，因他們憑著信心，加上愛心行動，

將福音傳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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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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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事奉人員  

講  題：生命的總結         主禮：英大綱執事 

 經 文：申 34:1-12         宣道：盧佩儀牧師       

 領  詩：鍾卓爾弟兄         司琴：梁啟光弟兄 

 音  響：甘偉康弟兄  梁耀宗弟兄     插花：馮潔文姊妹 

 
下主日少年崇拜  事奉人員  

 講    題：一條有福的道路              經    文：太 22:34-46 

 主    禮：黃嘉雯姊妹        宣召經文：詩 90:1-2 

 信息分享：劉敏儀姊妹         啟應經文：詩 1 

 詩歌敬拜：敬拜隊       奉獻祈禱：鍾丞諭弟兄 

 接 待 組：黃皓謙弟兄   馮恩霖姊妹      

 音    響：蘇溢天弟兄   蘇溢曦弟兄      

 關顧導師：黎家希弟兄   劉敏儀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