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活後第六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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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 – 

主    禮：王敏卓執事        宣    道：林志文牧師 

領    詩：周文姬姊妹       司    琴：葉惠雯執事 

當值執事：英大綱執事       當值教牧：盧佩儀牧師 

音    響：甘偉康弟兄  梁耀宗弟兄  插    花：黃艷芳姊妹 

樓座司事：梁偉民弟兄  杜愛群姊妹     

聖殿司事：王志文弟兄  何耀祥弟兄  施雅麗姊妹  何桂雲姊妹 

招 待 員：杜勁松姊妹  高詠美姊妹  羅滿玉姊妹  徐婉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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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02:12 眾立 

  惟你－耶和華必永遠坐在寶座上，你的名存到萬代。  

 崇    敬： 詩班唱恩頌 260首(聚集主前)     眾立 

  我們來崇拜，聚集主跟前，主耶穌同在，樂賜恩典； 

 蒙祂賜聖靈，聯於一體，蒙基督潔淨，是神教會。 

 我們來崇拜，聚集主跟前，主耶穌同在，樂賜恩典。 

祈    禱： 主禮人領禱後，同唸主禱文 眾坐 

歌    頌： 普頌 109首(神是我歌)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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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詩篇第 1篇        眾坐 

啟：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應：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啟：惡人並不是這樣，卻像糠秕被風吹散。 

應：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義人的會眾中也是如此。 

同誦：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讀  經： 俄巴底亞書 1章 10-16節 眾坐 

宣  道： 擦身而過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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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首(平安前行) 眾立 

  (會眾請坐默禱  琴音起奏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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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經文（俄巴底亞書 1 章 10-16 節） 
 

10因你向兄弟雅各施暴，你必蒙羞，永被剪除。11當陌生人擄掠雅各 

的財物，當外邦人進入他的城門，為耶路撒冷抽籤分取財物的日子， 

你竟站在一旁，像與他們同夥。12你兄弟遭難的日子，你不該瞪著眼 

看；猶大人被滅的日子，你不該幸災樂禍；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該 

說狂傲的話。13我子民遭災的日子，你不該進他們的城門；他們遭災 

的日子，你不該瞪著眼看他們受苦；他們遭災的日子，你不該伸手搶 

他們的財物。14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該站在岔路口剪除他們逃脫的 

人，你不該交出他們的倖存者。 

15耶和華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所做的，人也必向你照樣做，你的報應 

必歸到自己頭上。16你們在我聖山怎樣喝了苦杯，萬國必照樣不停地 

喝，且喝且吞，他們就必歸於無有。 

 
*************************************************************** 

 

堂務報告 

1. 致謝：今天承蒙本會牛頭角堂林志文牧師蒞臨宣道分享，願主賜恩及

平安予林牧師家庭及他牧養的群體。 

2. 執委會會議：今天下午 1:30，在大活動室舉行 5月份執委會，請各執

委留意出席，共商聖工。 

3. 董事會會議：5月 23日下午 1:30，在真光幼稚園會議室召開董事會第

246次會議，敬請各董事留意出席，共商教會事工。 

4. 將恢復現場參與的聚會： 

4.1 23/5兒童主日學 

4.2其他聚會仍然暫停至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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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候選執委名單：經執事會審查後，初稿現已整理。候選名單內的教

友（附頁），請預備不多於 20字的教會願景及個人照片或退選申請，

於本主日下午 12:30前向辦公室遞交。 

6. 聖靈降臨節暨福音主日：5月 23日(下主日)上午 11:00舉行，並 

舉行聖水禮，芳名如下： 

成人水禮：陳煜橋弟兄、陳柳清姊妹、吳穎姊妹、顏杏賢姊妹、 

廖勇哲弟兄(基元堂)  

堅 信 禮：任雋詠姊妹 

轉 會 禮：洪允其宣教師(基元堂)(原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 

兒童水禮：蕭千悅小朋友、蕭天朗小朋友（父：蕭栢軒；母：李嘉妍） 

**當天上午 9:30於聖殿進行各項禮儀綵排** 

7. 關懷代禱： 

7.1 為全球仍然受疫情威脅禱告，特別記念印度的疫情嚴峻，求 

主施恩顧念，並遏止病毒蔓延，讓全球疫情早日受到控制。 

7.2 為將要在聖靈降臨節接受聖水禮、堅信禮及轉會禮的弟兄姊妹禱 

告，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使他們的靈命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7.3 為劉牧師的治療和康復禱告，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8. 同工消息：王時龍（Stone）福音幹事，於 5月 13日至 5月 29日放年

假共 14天。 

9. 本堂奉獻項目:常年經費、感恩捐、社會服務捐、培材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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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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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轉賬：034-046797-001 匯豐（請將入數紙或網上轉賬相片 

whatsapp 教會新手機號碼 5645-7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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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節暨福音主日」  事奉人員  

  講    題：誰明浪子心               經    文：路加福音 15:11-25 

主    禮：宋慧儀姊妹               宣    道：梁遠耀牧師 

  領    詩：羅文玉姊妹               司    琴：劉依妮姊妹 

當值執事：英大綱執事               當值教牧：盧佩儀牧師 

  音    響：韓力強弟兄  梁瑞貞姊妹   插    花：張必瑩姊妹 

樓座司事：梁偉民弟兄  杜愛群姊妹     

聖殿司事：王志文弟兄  何耀祥弟兄  施雅麗姊妹  何桂雲姊妹 

招 待 員：陳美娟姊妹  高詠美姊妹  羅滿玉姊妹  徐婉琴姊妹 

 

 

下主日少年崇拜在聖殿舉行  

 

 

下主日兒童聚會  事奉人員  

Joyful Bees   ：暫停 

Joyful Garden：馮玉冰姊妹 劉敏珠姊妹  龍德怡姊妹  莊麗賢姊妹 

                鍾恩諭姊妹 

Joyful Kids   ：陳嘉偉弟兄  黃亦詩姊妹 陳嘉俊弟兄  范寶麗姊妹 

                 

 

 



8 
 

候選執委名單(初稿) 

男界：王志文  古兆同  甘偉康  任國強  何劍能  何耀祥  宋文豪 

李如栢  李承勵  李  皞  李鎮強  周炳權  林引輝  林恒一 

梁志剛  梁志華  梁保羅  梁振南  梁偉民  陳天翀  陳信堯  

陳家鴻  麥兆殷  馮豐年  黃世凱  黃白大  黃居辰  黃彼得  

黃建成  黃國俊  黃輝光  趙錫榮  劉國禧  劉樹業  鄧仲武  

謝祥昌  鍾卓爾  鍾杰漜  鍾柏琨  鍾錦聰  韓力強  顏林發 

 

女界：尹幼文  文雅香  王玉貴  王晶璧  朱秀娥  朱  浪  江慧瑩 

      何桂雲  吳華瑛  宋慧儀  李明慧  李美潔  李翠微  杜愛群 

      沈小蕙  周文姬  林文珍  林娥嬌  林素君  林愛娣  姚玉蘭 

      范月嬋  唐稼倫  徐婉琴  徐凱年  翁秋嫺  翁述明  馬琛瑜 

      馬勵思  高詠玲  高詠美  高麗娟  曹惠珍  梁瑞貞  梁勵賢 

      陳  妹  陳美女  陳煥璋  陳瑞文  陳嘉嘉  陳嬋嬋  陸鳳妹 

      彭金英  曾燕玲  馮肇群  馮慧嫻  馮潔文  黃少琴  黃玉燕 

      黃亦詩  黃佩蓮  黃明友  黃淑儀  黃瑞芳  黃翠湘  黃錦嬋 

      黃艷芬  楊美坤  楊美娣  溫雪清  萬曉詩  葉嘉蘭  裘鳳心 

      趙柳娟  劉依妮  劉治美  蔣淑媛  鄧佩華  鄧曉彤  鄧麗賢 

      鄭素嘉  黎秀萍  黎愛勤  盧美玲  蕭月珍  蕭南枝  龍佩貞 

      龍德怡  鍾雪清  羅文玉  羅滿玉 

 

-------------------------------------------------------- 

*教會願景及個人照片或退選申請 

可於 5月 16日下午 12:30 前，向辨公室遞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