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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 – 

主    禮：英大綱執事                宣    道：陳智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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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宗弟兄  黃德慧姊妹    插    花：鄭詠雯執事 

樓座司事：梁振南弟兄  黃玉燕姊妹              

聖殿司事：關佑康弟兄  鍾柏琨弟兄  劉治美姊妹  潘惠儀姊妹 

招 待 員：陳美娟姊妹  何耀祥弟兄  施雅麗姊妹  張威建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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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6篇 11節 眾立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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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頌 321首(有福確據) 眾立 

啟    應： 詩篇 77篇 1-2、11-20節 眾坐 

啟：我要向上帝發聲呼求；我向上帝發聲，他必側耳聽我。 

應︰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在夜間不住地舉手禱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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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我要記念耶和華所做的，要記念你古時的奇事； 

應：我要思想你所做的，默念你的作為。 

啟：上帝啊，你的道是神聖的；有何神明大如上帝呢？ 

應：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曾在萬民中彰顯能力。 

啟：你曾用膀臂贖了你的子民，就是雅各和約瑟的子孫。 

應：上帝啊，眾水見你，眾水一見你就都驚惶， 

深淵也都戰抖。 

啟：密雲倒出水來，天空發出響聲，你的箭也飛行四方。 

應：你的雷聲在旋風之中，閃電照亮世界，大地戰抖震動。 

啟：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同誦：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好像領羊群一般。 

讀  經： 路加福音 9章 51-62節 眾坐 

宣  道： 走不易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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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頌 395首（一切獻在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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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頌 389首(天父領我) 眾立 

   (會眾請坐默禱  琴音起奏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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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經文（路加福音 9 章 51-62 節）  
 

51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決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52他打發

使者在他前頭走；他們進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他作準備。53那

裏的人不接待他，因為他面向著耶路撒冷去。54他的門徒雅各和約翰看

見了，就說：「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嗎？」

55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56於是他們就往別的村莊去了。 

57他們在路上走的時候，有一個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哪裏去，

我都要跟從你。」58耶穌對他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

卻沒有枕頭的地方。」59他又對另一個人說：「來跟從我！」那人說：

「主啊，容許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60耶穌對他說：「讓死人埋葬

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講上帝的國。」61又有一人說：「主啊，我要

跟從你，但容許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人。」62耶穌對他說：「手扶著犁

向後看的人，不配進上帝的國。」 

 

堂務報告 

1. 董事會會議：本主日下午 1:30，董事會第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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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校董會會議：7 月 2 日(六)下午 2:00，校董會 21-22 年度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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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區會消息：為推動本會各項低收入家庭及社區支援的社會服務，定於 

7 月 9 日(六)舉行賣旗籌款。另於本會各堂設金旗認捐，以百元為籌

款單位，捐款一百元可獲一款精美名信片金旗，捐款四百元或以上可獲一

套(共五款)。崇拜後可往服務台認捐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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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日信徒培育課程：「初信栽培」 

日期：7月 3 日至 8 月 21 日 (逢主日共 8課) 

時間：上午 9時 30分-10時 30分 

地點：U2室 

導師：盧佩儀牧師、歐陽克麟宣教師 

對象：在初信階段願意認識信仰更多，使靈命繼續成長和成熟 

內容：第一課  我信甚麼？ 

第二課  禱告生活 

第三課  靈修生活 

第四課  讀經生活 

第五課  在教會裡 

第六課  奉獻與事奉 

第七課  傳福音 

第八課  不斷更新的生命 

報名：請掃右邊 QR cod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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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日（下主日），下午 2:00-3:30 

地點：大活動室 

形式：實體聚會 及 ZOOM(同步進行) 

主題：了解不同性格的利弊 

內容︰詩歌、親子遊戲、聖經故事及家長主題 

對象：希望透過信仰增進家人關係的照顧者 

查詢：司徒宣教師（2476 0089/ 2711 7251） 

如有興趣參加，請按以下連結(link) 報名。 

https://forms.gle/ZQa6zQsjmrBkBKUw8 

https://forms.gle/ZQa6zQsjmrBkBKU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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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靜靈修體驗工作坊（六單元） 

在這個彎曲悖謬，凡事追求快速和充塞着不同資訊的世代，人們已經不

由自主地放棄了自我安静的寶貴時刻。詩人在經上説「你們要休息，要

知道我是上帝！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萬軍之耶

和華與我們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詩篇 46:10-11，那

我們怎麼從這個喧嘩的世界上，釋放自己離開繁亂的生活，安静地與上

主連結，感到甚至看到上主的同在？聽到上主的話語？以及明暸上主

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這個工作坊，希望邀請弟兄姊妹操練一些基督宗教傳統的安静靈修。在

操練中，讓弟兄姊妹能夠在認知上主的同時，也能夠感知上主的同在，

與上主建立更深的關係。 

對  像：希望分别自己安静面對繁忙生活，追求與上主建立關係的弟 

兄姊妹 

分享者：麥兆殷弟兄（中國宣道神學院基督教靈修學碩士課程畢業、現 

繼續供讀中國宣道神學院基督教靈修導引碩士課程、特許工程師） 

日  期：7月 6日至 8月 10日（逢星期三、共六週） 

時  間：晚上 7時 30分至 8時 30分 

人數下限：6人 

工作坊形式：六個單元 

第一週，歸心禱告 

第二週，與上主禱告，聆聽上主聲音 

第三週，Lectio Divina靈閲或禱讀 

第四週，意識省察 

第五週，介紹 4CD 整全基督教静觀操練 

第六週，操練 4CD 整全基督教静觀操練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drojCpQEDvkrAcoLA 

7. 信徒讀經計劃：每日讀經釋義訂購者，可於辦公時間內到教會辦事處

或服務台領取新一季(2022年 7-9月)讀經釋義。 

https://forms.gle/drojCpQEDvkrA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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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紅色《門徒》課程 

1. 課程導師：盧佩儀牧師、歐陽克麟宣教師 

2. 獻心會日期：2022年 8月 7日崇拜後 

3. 上課日期：2022年 8月 13日至 2023年 4月 12日，逢星期六 

（公眾假期除外）時間：早上 10時-12時 30分 

4. 畢業營會：2023年 4月 30日至 5月 1日（兩日一夜） 

5. 課程費用：$600，包括研讀手冊、畢業營會等 
 

報名截止日期：2022年 7月 17日(日) 

面試日期：2022年 7月 24日(日)  

報名及查詢：歐陽克麟宣教師 

https://forms.gle/ohFnuSi7vssFCyv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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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門徒》報名表 

 

姓    名：                   

 

洗禮年份：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除星期六早上外，本人平日晚上 7:30-10:00合適班聚日期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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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懷安息：本堂教友胡志玉姊妹於 6 月 24 日主懷安息，願主安慰她

的家人。 

10. 關懷代禱： 

10.1為阿富汗地震造成至少千人喪生及 1,500人受傷禱告，求主醫治 

傷者得到妥善的治療及安慰罹難者的家屬，又求主幫助救援組織 

能施行合適的救援工作。 

10.2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最快在明年下半年落實，求主賜智慧給政府官 

員實行有效配套，讓市民快快適應新制度。除顧及環境保護外， 

也考慮基層市民額外經濟負擔，讓兩方面能取得平衡。 

10.3 求主使用教會各項聚會、課程，堅固和造就弟兄姊妹信靠上帝 

的心，渴慕追求上帝，讓生命更新，更像基督。 

10.4求主保守看顧年長獨居、住安老院舍或留醫的肢體，也為失去至 

親或身心靈軟弱的肢體禱告。記念因疫情中引致工作、經濟、情

緒、家人關係受影響的肢體，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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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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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事奉人員  

講    題：小女孩與大將軍            經    文：王下 5章 1-14節 

主    禮：劉信翔執事                宣    道：盧佩儀牧師 

  領    詩：任國強弟兄                司    琴：葉惠雯執事 

當值執事：王敏卓執事                當值教牧：盧佩儀牧師 

  音    響：梁耀宗弟兄  黃德慧姊妹    插    花：吳華瑛姊妹 

  樓座司事：黃世凱弟兄  黃錦嬋姊妹   

聖殿司事：陳志榮弟兄  周炳權弟兄  高詠玲姊妹  何桂雲姊妹 

招 待 員：趙錫榮弟兄  關佑康弟兄  關欣兒姊妹  李如栢弟兄 

 

 

下主日少年崇拜  事奉人員  

 講    題：新造的人         經    文：路 10章 1-11,16-20節 

 主    禮：陳少倩姊妹 宣召經文：詩 30篇 4-5節 

 信息分享：謝祥昌弟兄    啟應經文：詩 66篇 1-9節 

詩歌敬拜：麥兆殷弟兄    奉獻祈禱：鍾恩諭姊妹 

接 待 組：蘇溢曦弟兄 馮芷穎姊妹  音    響：馬琛瑜姊妹 

關顧導師：謝祥昌弟兄 麥兆殷弟兄          梁哲曦弟兄 

 

 

下主日兒童聚會  事奉人員  

Joyful Bees   ：張麗玲姊妹  蔡麗娟姊妹  馮芷穎姊妹   

Joyful Garden：鍾恩諭姊妹 李翠微姊妹  曾燕玲姊妹 

Joyful Kids   ：陳嘉俊弟兄  陳嘉偉弟兄  趙創銘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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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份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芳名 
 

日期 7月 3日 7月 10日 7月 17日 7月 24日 7月 31日 

週別 
聖靈降臨後

第五主日 
聖餐主日 

聖靈降臨後

第七主日 

聖靈降臨後 

第八主日 

聖靈降臨後

第九主日 

宣道 盧佩儀牧師 翁傳鏗牧師 盧佩儀牧師 司徒嘉穎宣教師 岑樹基牧師 

主禮 劉信翔執事 歐陽克麟宣教師 何耀祥弟兄 黃國俊弟兄 英大綱執事 

領詩 任國強弟兄 李景棣弟兄 葉惠雯執事 翁秋嫺姊妹 羅文玉姊妹 

司琴 葉惠雯執事 劉依妮姊妹 劉依妮姊妹 葉惠雯執事 梁啟光弟兄 

音響 

甘偉康弟兄

梁耀宗弟兄 

黃德慧姊妹 

甘偉康弟兄

韓力強弟兄 

梁瑞貞姊妹 

甘偉康弟兄

梁耀宗弟兄

黃德慧姊妹 

甘偉康弟兄

韓力強弟兄 

梁瑞貞姊妹 

甘偉康弟兄

梁耀宗弟兄

黃德慧姊妹 

插花 吳華瑛姊妹 馮潔文姊妹 黃玉燕姊妹 萬曉詩姊妹 黃少琴姊妹 

當值教牧 盧佩儀牧師 歐陽克麟宣教師 盧佩儀牧師 盧佩儀牧師 盧佩儀牧師 

當值執事 王敏卓執事 

聖殿司事 
陳志榮弟兄 周炳權弟兄 高詠玲姊妹 何桂雲姊妹 

(聖餐主日加 張威建弟兄 彭傳光弟兄 趙柳娟姊妹 陸鳳妹姊妹） 

樓座司事 
黃世凱弟兄  黃錦嬋姊妹   

（聖餐主日加 宋文豪弟兄  林愛娣姊妹） 

招待員 
趙錫榮弟兄  陳美娟姊妹  何耀祥弟兄 

關佑康弟兄  關欣兒姊妹  李如栢弟兄 

聖餐襄禮 
英大綱執事  黃永長執事  劉信翔執事   

葉惠雯執事  陳善慶執事  王敏卓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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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份少崇及 Joyful事奉人員芳名 

  

日期 7月 3日 7月 10日 7月 17日 7月 24日 7月 31日 

主 禮 陳少倩姊妹 

聖餐主日 
聖殿崇拜 

黃嘉雯姊妹 黃禮謙弟兄 馬琛瑜姊妹 

宣召經文 詩 30:4-5 詩 82:3-4 詩 85:8-9 詩 107:1 

啟應經文 詩 66:1-9 詩 15 詩 138 詩 49:1-12 

詩歌敬拜 麥兆殷弟兄 敬拜隊 黎家希弟兄 蘇溢曦弟兄 

講 題 

經 文 

新造的人 

路 10:1-11, 

16-20 

上好的福份 

路 10:38-42 

上帝聽禱告 

路11:1-13 

你的財寶 

在哪裏? 

路 12:13-21 

信息分享 謝祥昌弟兄 歐陽克麟宣教師 陳家鴻弟兄 劉敏儀姊妹 

奉獻祈禱 鍾恩諭姊妹 張禮賢弟兄 趙成韜弟兄 梁耀基弟兄 

接待組 
蘇溢曦弟兄 

馮芷穎姊妹 

林家瑜弟兄 

趙成韜弟兄 

駱慧遙姊妹 

吳青悠姊妹 

陳樂陶弟兄 

梁耀基弟兄 

音 響 
馬琛瑜姊妹 

梁哲曦弟兄 

鍾丞諭弟兄 

蘇溢天弟兄 

陳少倩姊妹 

蘇溢曦弟兄 

梁哲曦弟兄 

梁珀匡弟兄 

關顧導師 
謝祥昌弟兄 

麥兆殷弟兄 

黎耀明弟兄 

黃嘉雯姊妹 

謝祥昌弟兄 

劉敏儀姊妹 

黎家希弟兄 

黃世凱弟兄 

Joyful 

Bees 

張麗玲姊妹 

蔡麗娟姊妹 

馮芷穎姊妹 

家長帶同小

朋友到 U2 

崇拜 

黃艷芬姊妹 

龍穎賢姊妹 

項麗萍姊妹 

鍾恩諭姊妹 

李翠微姊妹 

曾燕玲姊妹 

馮玉冰姊妹 

王敏芝姊妹 

唐稼倫姊妹 

Joyful 

Garden 

李翠微姊妹 

曾燕玲姊妹 

關欣兒姊妹 

邱琬棋姊妹 

熊建鶴姊妹 

鍾悅聆姊妹

蕭南枝姊妹

唐稼倫姊妹 

馮玉冰姊妹

張淑鳳姊妹 

馬玉梅姊妹 

鍾恩諭姊妹 

司徒宣教師 

梁勵賢姊妹 

Joyful 

Kids 

陳嘉偉弟兄 

司徒宣教師 

趙創銘弟兄 

鄧曉彤姊妹 

麥雄傑弟兄 

黃恩晴姊妹 

黃亦詩姊妹 

余國強弟兄 

幸慧蓮姊妹 

葉慧虹姊妹 

黎慧嫻姊妹 

羅  雋弟兄 

陳嘉俊弟兄 

馮潔文姊妹 

岑宜璟姊妹 

馮芷穎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