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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 – 

主    禮：宋慧儀姊妹                宣    道：戴浩輝博士 

領    詩：李景棣弟兄                司    琴：劉依妮姊妹                

當值執事：劉信翔執事                當值教牧：歐陽克麟宣教師 

音    響：韓力強弟兄  梁瑞貞姊妹    插    花：馮潔文姊妹 

樓座司事：何美玲姊妹  林愛娣姊妹  

聖殿司事：周炳權弟兄  彭傳光弟兄  趙柳娟姊妹  徐凱年姊妹 

招 待 員：陳美娟姊妹  張玉香姊妹  鍾杰漜弟兄  劉治美姊妹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殿  樂：  眾坐 

著    往：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眾立 

 普頌 46首(擁戴我主為君)  

宣  召： 詩篇 118篇 24節 眾立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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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首(教會根基) 眾立 

啟    應： 詩篇 126篇 眾坐 

啟：當耶和華使錫安被擄的人歸回的時候， 

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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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 

那時，列國中就有人說： 

「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啟：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應：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這些被擄的人歸回， 

好像尼革夫的河水復流。 

啟：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同誦：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詩班獻唱 主榮耀至聖 眾坐 

讀  經： 詩篇 146篇 眾坐 

宣  道： 身處變幻世代的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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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普頌 502首（一主一神恩賜多） 眾坐 

獻 禮 頌： 普頌 839首（獻禮文） 眾立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堂務報告：  眾坐 

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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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首(繼往開來播新種) 眾立 

   (會眾請坐默禱  琴音起奏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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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獻唱 

主榮耀至聖 
劉永生，2005                                             DAVID T. CLYDESDALE 

CLAIRE CLONINGER 

 
光輝耀照，神聖是我主奇妙美名。豐富是祢，聖哉！我要下跪。 

敬拜上帝，歌頌：聖哉！獻上頌讚：聖哉！聖哉！歌唱：聖哉！ 

歌唱讚頌，榮耀至聖！ 

 

祂安排時空、開創世代，佈置眾星斗，天空和洋海、 

光晝與夜晚因祂成就，耶和華上帝天父仁慈常足夠， 

創世、賜恩又拯救，照顧全宇宙！ 

 

光輝耀照，神聖是我主奇妙美名， 

豐富是祢！，聖哉！我要下跪！ 

敬拜上帝，歌頌：聖哉！獻上頌讚：聖哉！聖哉！歌唱：聖哉！ 

歌唱讚頌，榮耀至聖！ 

 

祂親來扶幫將我救贖，賜予我新生；基督成人身， 

克勝試煉；世間真模範！竟釘身十架捨命成為人拯救， 

世界各方盡歌奏，神為王千秋！ 

 

光輝耀照，神聖是我主奇妙美名， 

豐富是祢！聖哉！我要下跪！ 

敬拜上帝，歌頌：聖哉！獻上頌讚：聖哉！聖哉！歌唱：聖哉！ 

歌唱讚頌，榮耀至聖！ 

 

*「全能、極善、至聖！恩主堪讚頌，至潔、至愛、 

至美善，永恆、至尊、至偉！ 

無窮、沒盡、永遠！恩主堪敬拜！ 

公正、公義，三一主至聖！」 
 

*第二次會眾齊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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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經文（詩篇 146 篇）  

 
1哈利路亞！我的心哪，你要讚美耶和華！ 

2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著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 

3你們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點也不能幫助。 

4他的氣一斷，就歸回塵土，他所打算的，當日就消滅了。 

5以雅各的神為幫助、仰望耶和華－他神的，這人有福了！ 

6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他守信實，直到永遠。 

7他為受欺壓的伸冤，賜食物給飢餓的人。耶和華釋放被囚的， 

8耶和華開了盲人的眼睛，耶和華扶起被壓下的人，耶和華喜愛義人。 

9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 

10耶和華要作王，直到永遠！錫安哪，你的神要作王，直到萬代！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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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務報告 

1. 致謝：本主日是本堂 123週年堂慶，承蒙信義宗神學院榮休教授戴浩

輝博士蒞臨證道，使會眾得聆教益，謹此致謝。 

2. 歡迎：基元堂弟兄姊妹、真光幼稚園、真光幼稚園二校、朗屏邨真

光幼稚園及周宋主愛幼兒園教師參與本堂崇拜，同頌主恩豐厚！ 

3. 校董會會議：10 月 30日(六)下午 3:00，校董會 21-22年度第 1次會

議在真光幼稚園二校 1 室舉行，敬請各校董留意出席，共商教育事工。 

4. 董事會會議：10 月 31 日(主日)下午 1:30，董事會第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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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婚禮：基元堂邱栢熹弟兄與李嘉琪姊妹定於 11 月 6 日(六)下午 1:00

在本堂舉行婚禮，謹此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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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暫停泊車：11月 6日(六)周宋主愛青年中心舉行嘉年華會，當天上午 

9:00-下午 5:00，不便泊車，敬請留意。 

7. 童來 Joyful 親子崇拜： 

誠邀家長與年幼子女一同參加「童來 Joyful親子崇拜」，體驗與孩

子一起崇拜的喜樂，實踐家庭崇拜。 

日期︰2021年 11月 7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時至 3時 

內容︰唱詩、遊戲、聖經故事及家長加油站 

形式︰現場聚會 

查詢：司徒宣教師~ 2476 0089 

如有興趣參加，請掃右邊的 QR Code報名。 

https://forms.gle/ZQa6zQsjmrBkBKUw8 

8. 區會婦女聖經研讚課程： 

目的：以聖經中不同的婦女的事蹟重構當代的意義及如何應用於今天 

的生活中。  

日期：2021年 11月 5至 26日(逢星期五)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以 Zoom 網上進行                  費用：全免 

講員：林玉英牧師、梁佩瑤牧師、陳淑儀牧師、金少雲牧師 

教授形式：a)經文傳釋   b)神學反省   c)現今應用 

截止日期：10月 29日 

報名：https://forms.gle/7w79UtXh7B6P2biKA 

日期 主題內容 講員 

11月 5日(五) 聆聽卑微的聲音-夏甲與撒拉 

(創世記 16章) 

林玉英牧師 

11月 12日(五) 尋找被遺忘的聲音-她瑪與她瑪 

(撒母耳記下 13章及創世記 38章) 

梁佩瑤牧師 

11月 19日(五) 重構母親的芳容-哈拿與利百加 

(撒母耳記上 1-2章及創世記 25、27章) 

陳淑儀牧師 

11月 26日(五) 創新女性的典範-多加的故事 

(使徒行傳 9章) 

金少雲牧師 

https://forms.gle/ZQa6zQsjmrBkBKUw8
https://forms.gle/7w79UtXh7B6P2b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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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懷代禱： 

9.1為再出現變種新冠病毒造成多國疫情反彈禱告，求主憐憫，遏止 

疫情擴散，使疫情早日受控。 

9.2為元朗堂蒙上主引領度過 123週年感恩，求主賜恩幫助眾弟兄姊 

妹善用恩賜與才能，勇敢承擔天國的使命，以感恩的心分享生命

見證，使福音得繼續廣傳。 

9.3為軟弱肢體禱告，求主醫治；為年長教友禱告，求主賜平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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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4679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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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堂慶感恩奉獻：本主日是本堂 123 週年堂慶，藉此鼓勵弟兄姊妹透過

奉獻向上主表達感恩之情，為每件感恩之事奉獻 123 元或 1230 元。請

到服務台登記及作出感恩捐。 

123元 

意 鍾雪清姊妹 朱秀娥姊妹 黃亦詩姊妹 梁敏知姊妹 

黎愛勤姊妹 黃智健弟兄 陳桂林弟兄 梁玉琼姊妹 羅滿玉姊妹 

徐凱年姊妹  楊美坤姊妹 黃艷芳姊妹 林娥嬌姊妹 鄧仲武弟兄 

翁述明姊妹 陳志平弟兄 陸慧珍姊妹 丘觀帶姊妹 陳黎錦梅姊妹 

王時龍弟兄 翁秋嫺姊妹 馮豐年弟兄 葉嘉蘭姊妹 李承勵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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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煥璋姊妹 鍾杰漜弟兄 何秀娟姊妹 黃翠湘姊妹 何耀強弟兄 

曾燕玲姊妹 馮芷穎姊妹 陳嬋嬋姊妹 鄧惠玲姊妹 古秀儀姊妹 

陳煜橋弟兄 馮羽翹小朋友 馮立翹小朋友 陸鳳妹姊妹 蘇溢曦弟兄 

蘇溢天弟兄 梁柏樂弟兄 梁珀匡弟兄 文國偉弟兄 吳華瑛姊妹 

夏善彤姊妹 袁秋萍姊妹 劉信翔執事 MS WONG 容月華姊妹 

張廖興燕姊妹     

 
 

1230元 

黃彼得、彭桂蘭夫婦 李如栢、陳美娟夫婦 梁耀宗、鄭詠雯夫婦 

李皞弟兄 陳家鴻弟兄 馮慧嫻姊妹 

黎美玲姊妹 鄭素嘉姊妹 陳雪玲姊妹 

劉依妮姊妹 蕭月珍姊妹 李婉容姊妹 

梁保羅、何桂雲夫婦 王晶璧姊妹 高詠美姊妹 

黃白大、顏杏賢夫婦 黃永長闔府 陳淑歡姊妹 

李美潔姊妹 李一新夫婦 麥兆殷弟兄 

何劍能、盧美玲夫婦 謝祥昌、王玉耀夫婦 盧佩儀牧師 

蘇尚迅、黃笑蓮夫婦 林文珍姊妹 陳佳華姊妹 

陳天翀、文雅香夫婦 宋彼得、巫美芳夫婦 黃建成夫婦 

英大綱執事 趙錫榮、李靜琪夫婦 梁啟光、劉敏儀夫婦 

韓力強夫婦 陳善慶、王敏卓闔府 溫雪清姊妹 

Winny Wong 歐陽克麟宣教師 張必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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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  事奉人員  

講    題：最大的誡命 

經    文：馬可福音 12章 28-34節 

主    禮：英大綱執事               宣    道：司徒嘉穎宣教師 

  領    詩：羅文玉姊妹      司    琴：梁啟光弟兄 

當值執事：劉信翔執事      當值教牧：盧佩儀牧師 

  音    響：甘偉康弟兄  黃德慧姊妹  插    花：羅滿玉姊妹 

樓座司事：何美玲姊妹  林愛娣姊妹     

聖殿司事：周炳權弟兄  彭傳光弟兄  趙柳娟姊妹  徐凱年姊妹 

招 待 員：趙錫榮弟兄  張玉香姊妹  鍾杰漜弟兄  劉治美姊妹 
 

 

下主日少年崇拜  事奉人員  

 講    題：兩條最大的誡命          經    文：可 12:28-34 

 主    禮：謝祥昌弟兄     宣召經文：詩 119:1-2 

 信息分享：歐陽克麟宣教師     啟應經文：詩 119:1-8 

詩歌敬拜：黃嘉雯姊妹                    奉獻祈禱：馮恩霖姊妹 

接 待 組：蘇溢天弟兄 陳飛悅姊妹       音    響：蘇溢曦弟兄 

關顧導師：劉敏儀姊妹  謝祥昌弟兄                  梁柏樂弟兄 

 
 

 

下主日兒童聚會  事奉人員  

Joyful Bees   ：鍾悅鈴姊妹  張麗玲姊妹  萬曉詩姊妹 

Joyful Garden：張淑鳳姊妹 萬曉詩姊妹  鍾恩諭姊妹 

Joyful Kids   ：鄧曉彤姊妹  陳嘉偉弟兄  范寶麗姊妹  黃亦詩姊妹 

 



13 
 

123 週年堂慶活動 
 

 

堂慶感恩崇拜 

講員︰戴浩輝博士(信義宗神學院榮休教授) 

日期︰2021年 10月 24日 (主日) 

時間︰早上 11時正 

地點︰聖殿 

 

專題講座——講座 1 

主題︰6A教育工作坊 

講員︰何天慧女士(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客席講師) 

日期︰2021年 10月 24日 (主日)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大活動室 

 

敬拜見證分享會 

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禮拜六) 

時間︰晚上 7:00-9:00 

地點︰大活動室 

 

福音電影欣賞 

日期︰2021年 12月 12日 (主日) 

時間︰下午 2時正 

地點︰大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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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週年堂慶活動 

 

 

專題講座——講座 2 

主題︰待定 

講員︰歐偉民博士(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 

日期︰2022年 4月 24日 (主日)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大活動室 

 

堂慶旅行 

日期︰暫定 2022年 5月 

(全堂旅行會視乎疫情再作安排，詳情待定) 

 

123 堂慶感恩奉獻 

內容：鼓勵弟兄姊妹透過奉獻向上主表達感恩之情，為每件感恩之事 

奉獻 123元或 1230元。 

 

義賣活動 

內容︰口罩義賣。籌得款項將撥關顧部作關懷探訪事工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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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同工：盧佩儀牧師(署理堂主任)   歐陽克麟宣教師   司徒嘉穎宣教師 

幹職同工：王時龍福音幹事   黃艷芳幹事   龔育恒會計幹事   曾少微兼職會計 

地址：元朗屏信街五號  電話：2476 0089  傳真：2473 5810  whatsapp: 5645 7297 

電郵：info@ylcccc.org  網址:www.ylcccc.org 

mailto:info@ylccc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