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活後第六主日 
2022年 5月 22日  上午 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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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 – 

主    禮：宋慧儀姊妹               宣    道：李瑞文牧師 

領    詩：葉惠雯執事               司    琴：劉依妮姊妹 

當值執事：英大綱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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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玉姊妹 

樓座司事：梁偉民弟兄  杜愛群姊妹  

聖殿司事：王志文弟兄  李如栢弟兄  施雅麗姊妹  丁秀梅姊妹 

招 待 員：陳美娟姊妹  鍾杰漜弟兄  李如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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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頌唱：  眾坐 

著    往：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眾立 

宣  召： 啟示錄 5章 13節 眾立 

  「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 

  直到永永遠遠！」   

 崇    敬：        詩班唱普頌 784首(主在聖殿中)      眾立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上主面前， 

  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祈    禱： 主禮人領禱後，同唸主禱文        眾坐 

歌    頌： 普頌 56首(頌讚耶穌基督) 眾立 

啟    應： 詩篇 67篇 眾坐 

啟：願上帝憐憫我們，賜福給我們， 

使他的臉向我們發光， 

應︰好讓全地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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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上帝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應：願萬族都快樂歡呼； 

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地上的萬族。 

啟：上帝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應：地已經出了土產， 

上帝，我們的上帝，要賜福給我們。 

同誦：上帝要賜福給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 

詩班獻唱： 以馬內利詩班（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眾坐 

讀  經： 使徒行傳 9章 36-43節 眾坐 

宣  道： 以愛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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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首（主愛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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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首(實踐信仰城市中) 眾立 

   (會眾請坐默禱  琴音起奏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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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經文（使徒行傳 9 章 36-43 節）  
 

36在約帕有一個女門徒，名叫大比大，翻出來的意思是多加；她廣行善事，

多施賙濟。37 當時，她患病死了，有人把她清洗後，停在樓上。38 呂大

原與約帕相近；門徒聽見彼得在那裏，就派兩個人去見他，央求他說：「請

快到我們那裏去，不要耽延。」39彼得就起身和他們同去。他到了，就有

人領他上樓。眾寡婦都站在彼得旁邊哭，拿多加與她們同在時所做的內衣

外衣給他看。40彼得叫她們都出去，然後跪下禱告，轉身對著屍體說：「大

比大，起來！」她就睜開眼睛，看見彼得，就坐了起來。41彼得伸手扶她

起來，叫那些聖徒和寡婦都進來，把多加活活地交給他們。42這事傳遍了

約帕，就有許多人信了主。43此後，彼得在約帕一個皮革匠西門的家裏住

了好些日子。 

 

以馬內利詩班獻詩 
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詞：曲麗華                                        曲：林婉容 

風風雨雨的時候，才知道你的溫柔； 

多年前，幾年後，仍然相信你恩手。 

一年年的長大，一次次的切慕， 

你都陪我，安慰我，憐憫我！ 

你說會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疼我，引導我，保護我！ 
 

倚靠耶和華的人，甚麼也不怕， 

倚靠耶和華，一個不撇下！ 

你總不撇下我，永遠不離開我， 

晨昏夜晚陪我度過； 

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 

在這一切事上靠你勝過！ 

https://www.lambmusic.org/artists/seh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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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務報告 

1. 致謝：本主日承蒙本會合一堂香港堂李瑞文牧師蒞臨宣道分享，願主

賜恩及平安予李牧師及其家庭。 

2. 疫苗通行證：第 3 階段將於 5 月 31 日開始，屆時所有 12歲或以上

的市民，除非取得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必須按政府要求接

種新冠疫苗，方能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3. 主日崇拜安排：出席崇拜者敬請留意下列事項： 

• 出席人數上限為座位之 85% 

• 崇拜當日請於真光幼稚園入口進入 

• 所有進入教堂的弟兄姊妹，必須遵守政府的「疫苗通行證」規定 

• 請於手提電話預先安裝「安心出行」程式及「電子針卡」 

• 進入聖殿前務必清潔雙手、量體溫、掃描安心出行及電子針卡 

（或出示疫苗接種記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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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及未滿 12歲而沒有成年人士陪同的人士，請填寫申報/個人資

料 

• 崇拜中全程配戴口罩 

• 崇拜後，敬請留意限聚人數（4人），並避免社交接觸 

4. 恢復現場參與的聚會： 

5月 22日 (本主日) 兒童級主日學及家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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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日信徒培育課程：保羅書信概覽 

日期： 2022年 5月 29日至 6月 19日(逢主日，共 4課) 

時間： 上午 9時 30分–10時 30分 

地點： 詩班室（U2） 

導師： 盧佩儀牧師 

內容： 第一課 早期書信／教牧書信 

 第二課 主要書信（一） 

 第三課 主要書信（二） 

 第四課 監獄書信 

報名： 請掃右邊 QR code，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6. Joyful 親子崇拜暨家長團契：誠邀家長與年幼子女一同參加，以基

督信仰為基礎，體驗與孩子一起凝聚家庭力量，分享交流教養孩童的

心得。 

時間：2022年 6月 5日（星期日），下午 2:00-3:30 

形式：實體聚會 及 ZOOM(同步進行) 

主題：認識孩子的身心發展 

內容︰詩歌、親子遊戲、聖經故事及家長主題(包括慶祝父親節) 

對象：希望透過信仰增進關係的照顧者 

聚會地點：大活動室 

查詢：司徒宣教師~ 2476 0089 

如有興趣參加，請按以下連結(link) 報名。 

https://forms.gle/ZQa6zQsjmrBkBKUw8 

7. 123週年堂慶大合照：已訂購的弟兄姊妹，請到服務台領取相片(12R)，

及付款每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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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慈愛券:本堂現正為區會社會服務部代售(慈愛券)。慈愛券的設計邀

得著名插畫家麥家碧小姐負責，一共五款。慈愛券每張 10 元，凡一

次過購買一本（即 10 張）則可獲贈由麥小姐設計之精美文件夾乙份。

請到服務台購買，截止日期 5 月 31 日。 

9. 2022 分區佈道事工：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於香港各區推動聯合大型 

佈道活動，是年主題：耶穌是救主。因應疫情及限聚令影響，籌備委

員會決定預先錄影生命見證及信息，並將影片上載到 YouTube頻道， 

https://youtu.be/oGAtjZfG2rY，歡迎弟兄姊妹收看。 

10.同工消息：盧佩儀牧師於本主日應邀往本會青衣全完堂證道，請弟 

兄姊妹留意。 

11.關懷代禱： 

11.1為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仍然持續禱告，除了影響全球經濟外 

更為糧食供應帶來危機，求主賜智慧給各國政府能正視問題及提

出解決方案，並眷顧在戰火中的人民，保守他們在恐懼中得到平

安，在危難中免受傷害。 

11.2為香港新一任特首禱告，求主幫助新一屆政府的政策能以民為 

本，聆聽市民需要，共建公平和公義的香港，施政能讓市民享受

平安的生活。 

11.3求主使用教會去關心和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社群及有需要的家庭， 

在疫情下見證基督的愛，讓人在困境中看見生命的盼望。 

11.4求主看顧保守年長的兄姊，生活平安、喜樂；又求主醫治身體 

軟弱的肢體，使他們早日痊癒，精神及心靈強健。 

 

 

https://youtu.be/oGAtjZfG2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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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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4679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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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後第七主日」  事奉人員  

講    題：「我就是道路」 

經    文：約翰福音 14章 1-14節 

主    禮：謝祥昌弟兄                宣    道：任卓賢博士 

  領    詩：羅文玉姊妹                司    琴：梁啟光弟兄 

當值執事：英大綱執事                當值教牧：盧佩儀牧師 

  音    響：梁耀宗弟兄  黃德慧姊妹    插    花：馮慧嫻姊妹 

  樓座司事：梁偉民弟兄  杜愛群姊妹       

聖殿司事：王志文弟兄  麥雄傑弟兄  施雅麗姊妹  丁秀梅姊妹          

招 待 員：趙錫榮弟兄  鍾杰漜弟兄  李如栢弟兄  徐婉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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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少年崇拜  事奉人員  

 講    題：合而為一                     經    文：約 17:20-26 

 主    禮：黃禮謙弟兄                   宣召經文：詩 97:1-2 

 信息分享：劉敏儀姊妹                   啟應經文：詩 97 

 詩歌敬拜：麥兆殷弟兄                   奉獻祈禱：梁哲曦弟兄 

接 待 組：駱慧遙姊妹 馮芷穎姊妹       音    響：蘇溢曦弟兄 

關顧導師：黎家希弟兄 劉敏儀姊妹                 梁柏樂弟兄 

 
 

 

下主日兒童聚會  事奉人員  

Joyful Bees / Joyful Garden (合班)： 

馮玉冰姊妹  邱琬棋姊妹  馬玉梅姊妹  尹幼文姊妹 

 

Joyful Kids： 

馮潔文姊妹  葉慧虹姊妹  梁勵賢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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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