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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事奉人員 – 

主    禮：鄭素嘉姊妹                宣    道：盧佩儀牧師 

領    詩：羅文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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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偉康弟兄  梁耀宗弟兄    插    花：黃少琴姊妹 

樓座司事：宋文豪弟兄  陸鳳妹姊妹                 

聖殿司事：陳天翀弟兄  張威建弟兄  施雅麗姊妹  丁秀梅姊妹 

招 待 員：趙錫榮弟兄  何桂雲姊妹  鄭詠雯姊妹  張玉香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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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5章 8節 眾立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 

  行事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 

崇    敬：      詩班唱世頌 543首(上帝在祂的聖殿中)         眾立 

 上帝在祂的聖殿中，應當肅靜。（X2） 

 上帝在祂的聖殿中，天下萬民俯伏敬拜。 

    在上帝面前應當肅靜。 

    應當肅靜，應當肅靜，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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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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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詩篇 23篇 眾坐 

啟︰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應：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啟：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應：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啟：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同誦：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讀  經：   約翰福音 9章 1-41節 眾坐 

宣  道： 看見還是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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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首（來就上主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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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首（天父引導） 眾立 

   (會眾請坐默禱  琴音起奏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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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務報告 

1. 元聯會消息：元朗區基督教聯會定於 4月 7日(五)上午 9:00，在本堂

舉行受苦節聯合崇拜，主題:「祂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祭」，曹偉彤牧

師證道（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歡迎踴躍領人赴會。 

2. 神學主日:下主日崇拜週刊夾附捐封，收集奉獻支持區會神學教育事

工。如使用支票奉獻，抬頭請書「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奉獻一百

元或以上可獲免稅收據。 

3. 信徒讀經計劃：每日讀經釋義訂購者，本主日起可於辦公時間內到教

會辦事處或服務台領取新一季(2023年 4-6月)讀經釋義。 

4. 執委會會議：本主日下午 1:30，在大活動室舉行 3月份執委會，請各

執委留意出席，共商聖工。 

5. 暫停泊車：周宋主愛青年中心定於 4月 1日(六)，在籃球場空地舉行

「獵蛋小奇兵」活動，下午 1:00-5:00暫停泊車，請弟兄姊妹留意。 

6. 區會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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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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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乙份。請於

4 月 30 日前到服務台購買。 

7. 關懷代禱： 

7.1 為世界各地仍有戰爭及暴力的地方禱告，求主安慰及醫治因此而

生命受創的人。求主幫助那些國家領袖，使他們都以誠實、公義

相待，愛慕和平，化解彼此間的糾紛與仇恨，以致人民能在和平

中生活，得享主所賜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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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求主繼續施恩看顧香港巿民的復常生活，又讓各安老院舍可有序

讓親友定時探望和關懷其家人；各老師、同學能適應面授學習和

回復全日上課。 

7.3 求主看顧長期照顧家人的肢體，讓他們身心得到休息，有力面對

每日照顧家人的挑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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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齋期第五主日暨神學主日」  事奉人員  

講    題：別讓耶穌再哭 

經    文：約翰福音 11章 17-27,32-45節 

主    禮：黃國俊弟兄            宣    道：關瑞文教授 

  領    詩：翁秋嫺姊妹                司    琴：梁啟光弟兄 

當值執事：王敏卓執事                當值教牧：盧佩儀牧師 

  音    響：韓力強弟兄  梁瑞貞姊妹    插    花：馮潔文姊妹 

  樓座司事：宋文豪弟兄  陸鳳妹姊妹   

聖殿司事：陳天翀弟兄  張威建弟兄  施雅麗姊妹  丁秀梅姊妹   

招 待 員：陳美娟姊妹  何桂雲姊妹  鄭詠雯姊妹  張玉香姊妹 
 
 
 

下主日少年崇拜  事奉人員  

 講    題：起死回生          經    文：約 11章 1-45節 

 主    禮：馬琛瑜姊妹 宣召經文：詩 130篇 7-8節 

 信息分享：麥兆殷弟兄                 啟應經文：詩130篇 

詩歌敬拜：黎家希弟兄       奉獻祈禱：馮芷穎姊妹 

接 待 組：梁柏樂弟兄 陳塱堃弟兄    音    響：梁珀匡弟兄 

關顧導師：黎家希弟兄 陳嘉嘉姊妹             梁哲曦弟兄 
 
 
 

下主日兒童聚會  事奉人員  
 

Joyful Bees： 龍穎賢姊妹 黃艷芬姊妹   

Joyful Garden： 鍾悅鈴姊妹     李翠微姊妹 蘇艷芬姊妹 曾燕玲姊妹 

Joyful Kids： 馮潔文姊妹 趙創銘弟兄   羅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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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堂聚會一覽  
聚會名稱 對象 聚會時間 
主日崇拜 任何人士 主日上午 11:00 

青少年崇拜 中學至大專 主日上午 11:00 

主日兒童聚會   

Joyful Bees N-K1（2-3歲） 主日上午 11:00 

Joyful Garden K2-k3 主日上午 11:00 

Joyful Kids 
小一至小六 
(初小及高小) 

主日上午 11:00 

Joyful 親子崇拜暨家長團契 任何人士 第一主日下午 2:00 

主日學   

兒童級 K2至初中 主日上午 9:30 

中學至大專級 高中至大專 主日上午 9:30 

成人級 任何人士 主日上午 9:30 

家長班 任何人士 主日上午 9:30 

青少年聚會   
真光團契 小一至小五 週六下午 2:00 

撒母耳團契(高小初中團) 小六至初中學生 週六下午 2:30 

撒母耳團契(高中團) 高中學生 週六下午 1:30 

提摩太團契 高中至大專 第二、四主日下午 2:00 

成人聚會   
喜樂團契 成人及長者 週四下午 2:00 

開心團契 成人及長者 每月一次主日上午 9:30 

約書亞團契 職青 第一主日下午 2:00 

但以理團契 成人 
第二個週五、第四個週六 

晚上 7:30 

伉儷團契 伉儷 第四主日下午 1:30 

其他聚會   
晨禱會 本堂教友 週一上午 7:30 

Happy Friday 任何人士 週五晚 6:30 

*** 若對任何聚會感興趣，可致電本堂，電話：2476 0089 *** 

 

教牧同工：盧佩儀牧師(署理堂主任)  翁傳鏗牧師(資深牧者)  歐陽克麟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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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