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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向著基督長進，連於元首基督，靠著他全身 

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 4：15-16 

 



 
- 本主日事奉人員 - 

主    席： 李恩德宣教師 宣    道： 黃細英宣教師 

領    詩： 蘇冠豪弟兄 司    琴： 鄭一心弟兄(司他)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插    花︰ 朱加美姊妹 

兒童崇拜： 網上舉行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宣  召： 出埃及記 15︰2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這是我的神，我要讚美他；我父親的神，我要尊崇他。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1. 和散那（第一節） 
威榮主 

眾坐 

啟  應： 提摩太前書 4︰7-16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列王紀下 5︰1-14 眾坐 

宣    道： 見證神的機會 眾坐 

回 應 詩 : 未世燈臺 眾坐 

奉    獻：  眾坐 

堂務報告：  眾坐 

代  禱：  眾坐 

祝  禱：  眾立 

散 會 詩： 求主作我光 眾立 

 

  



啟應(提摩太前書 4︰7-16) 

啟： 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的無稽傳說。要在敬虔上操練自己： 

應： 因操練身體有些益處；但敬虔在各方面都有益，它有現今和未來的生命

的應許。 
啟： 這話可信，值得完全接受。 

應： 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為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人人的

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啟： 你要囑咐和教導這些事。 

應：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

信徒的榜樣。 

啟： 要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 

應： 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

你的。 
啟：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並要在這些事上專心，讓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同誦： 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導，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做，既能救自

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讀經(列王紀下 5︰1-14) 

1 亞蘭王的元帥乃縵在他主人面前是一個偉大的人，得王的喜悅，因為耶和華曾
藉他使亞蘭人得勝。他雖然是大能的勇士，卻染上了痲瘋。2 亞蘭人成群出征的
時候，從以色列地擄了一個小女孩，她就服事乃縵的妻子。3 她對女主人說：「我
希望主人去見撒瑪利亞的先知，他必能治好主人的痲瘋。」4 乃縵去告訴他主人
說，從以色列地來的女孩如此如此說。5 亞蘭王說：「你可以去，我也會送信給以
色列王。」於是乃縵手裏帶十他連得銀子、六千舍客勒金子和十套衣裳去了。6
他帶著這信給以色列王，說：「現在你接到這信，看哪，我派臣僕乃縵到你這裏
來，你要治好他的痲瘋。」7 以色列王讀了信就撕裂衣服，說：「我豈是神，能使
人死使人活呢？這人竟派人來，叫我治好一個人的痲瘋。你們要知道，看，這人
是找機會來跟我吵架的。」 
8 神人以利沙聽見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派人到王那裏，說：「你為甚麼撕裂衣服
呢？讓那人到我這裏來，他會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9 於是乃縵帶著車馬到了
以利沙的家，站在門前。10 以利沙派一個使者，對乃縵說：「去，在約旦河中沐
浴七次，你的肉就必復原，你會得潔淨。」11 乃縵卻發怒走了。他說：「看哪，
我以為他必定會出來，到我這裏，站著求告耶和華－他神的名，在患處上搖手，
治好這痲瘋。12 大馬士革的亞瑪拿河和法珥法河豈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嗎？
我難道不可以在那裏沐浴而得潔淨嗎？」於是他生氣，轉身走了。13 他的僕人近
前來，對他說：「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豈不做嗎？何況是吩咐
你去沐浴，得潔淨呢？」14 於是乃縵下去，照著神人的話，在約旦河裏浸了七
次。他的肉復原，好像小孩的肉，他就潔淨了。  



家事報告 

 

1. 致謝：本主日荷蒙黃細英宣教師蒞臨證道，本堂謹致謝忱。 

  

2. 弟兄姊妹鑑於疫情嚴峻， 2 月 28 日及 3 月 7 日之主日崇拜，只維持 youtube

直播，除崇拜直播工作人員外，請於家中預備心靈參與崇拜直播。 

  

3. 弟兄姊妹支持基元堂福音事工之發展及月捐，歡迎將奉獻入數到匯豐銀行：

636-319717-001「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戶口，然後 將入數紙照

片，傳給本堂司庫 62036118 的 Whatsapp 號，及註明是那位兄姊奉獻即

可！ 

  

4. 本週三 2 月 17 日，進入教會節期「預苦期」，經堂委們議決，選用文藝出版

社發行的「２０２１年大齋期靈修手冊」，作為預苦期選用之靈修讀本。 

弟兄姊妹可下載〈2021 年大齋期靈修應用程式〉連結，登錄後進行閱讀 

Android 及 IOS 下載：http://onelink.to/b6v4fh 

應用程式使用手冊：https://bit.ly/3sXeJ1y 

或者購買書籍，購買地點：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話；2367 8031)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 140-142 號 14 樓(現時尚有存貨)。 

  
5. 崇拜後將有主日學「禮儀神學」，弟兄姊妹可聯繫教會幹事或陳奕謙弟兄參

與。 

  



代禱事項 

1. 為基元中學陸續安排不同級別學生回校上課半日祈禱，求主保護校長、師生
和工作人員免受新冠狀病毒感染，老師能夠安心面授教學，同學們開心學習。 

2. 為本堂身體軟弱的肢體禱告，求主親自保守、看顧和醫治他們，亦為本堂的
長者禱告，求主親自保護他們，給予健康的身體和適切的生活照顧。 

3. 在疫情衝擊下，本港失業率進一步攀升至 7%，求主保守待業者的身心，
並得到適切的支援 。 

4. 由 2 月 18 日起部分食肆可以恢復四人一枱，部份體育設施及娛樂場所可
以重開，求主保守市民及政府做好防疫工作，好讓經濟及民生得到改善。 

5. 為香港各神學院禱告，求主幫助老師和學生們的教導與學習。祈求天父賜
予神學院在日常運作及發展資源上的需要，使能為教會培養更多牧場上的
工人。 

6. 求主帶領忠心愛主的義工加入我們的服事團隊，又賜我們智慧和資源，好
叫我們能夠把握時代的機遇，透過各種媒介將上帝的話語帶給香港及周邊
地區的人。 

7. 緬甸軍事政變，民眾抗議示威持續，軍方態度更趨強硬，鎮壓和封鎖互聯
網令民眾人心惶惶。請在禱告中記念，讓當地情況能以和平的方法解決，
也為當地教會在動盪局勢中的見證禱告。 

8. 橫掃美國南部州份的極寒天氣至今已有多人死亡，數百萬人無電力供應，
求主施恩保守受災影響的人士。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 洪允其宣教師 宣    道： 陳智衡牧師 

領    詩： 鄭一心弟兄 司    琴： 李道心弟兄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插    花︰ 張必瑩姊妹 

兒童崇拜： 網上舉行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 
電話：2476 0018   傳真：2476 0050   地址：元朗鳳攸東街 

網址：www.ccckychurch.org          電郵：keiyuenchurch@gmail.com 

教牧同工：李恩德宣教師(堂主任)，洪允其宣教師    幹事:李昌輝弟兄 

母堂：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  地址：新界元朗屏信街五號 
電話：24760089              傳真：24735810 
Email:info@ylcccc.org     Whatsapp:52644669   網址:www.ylcccc.org 



閱讀分享 
李莉莉姊妹 

        
書名：《羞恥與恩典：治癒內心那不必要的羞恥感》 
作者：史密德（Lewis B.Smedes） 
出版：亮光(香港) 
 
想到羞恥，我們信徒一點都不會陌生。聖經的第一卷，創世
記描述亞當和夏娃被造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創 2:25），但二人吃過上帝吩咐不可吃的分別善惡樹果子
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
編作裙子。」（創 3:7）。我們的文化觀念中，往往將罪與羞
恥結密結連，以至我們經常會以為：當我們選擇相信聖經的
原罪、承認人和自己犯罪後，就必須存著不配得、內疚又卑
微的羞恥感生存，以回應我們的「罪」。但這位神學院老師
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 
 
作者將羞恥分成兩種，一種是「健康的羞恥感」、一種是被
扭曲、誇大的「不健康羞恥感」，大部份人都同時帶著兩
種。健康的羞恥感使我們看到界線、警覺我們正步向不想成
位的人，像是我們心智的煞車系統。但是不健康的羞恥卻讓
我們受盡煎熬，讓我們醜化自己，感覺自己不夠好，以至與
人保持距離，害怕親密感，甚至遠離神。或是只顧討好別
人，缺乏自衛的界線，讓自己心靈和身體受傷害。或是強迫自己追求完美和成就，卻有強烈
的無力感。 
 
這本書的作者在教授神學和倫理學的過程，見證了許多人們因不健康的羞恥感，久久活在不
能原諒自己，進而拒絕耶穌和接受神恩典的循環。他在書中明確地為讀者辨析兩種羞恥、分
析家庭、文化、自己，甚至教會如何助長我們形成不健康的羞恥。當我們察覺原因、學會分
辨後，他便重申神的恩典、教我們以神的眼光看人的價值，並從不健康的羞恥得醫治，最後
如何與那些羞辱我們的人，羞辱自己的內在聲音共處。 
 
在很長的一段日子，我因著小時候獎罰文化、被欺凌的經驗，加上對聖經中「罪」、「寬
恕」、「謙卑」等字詞的曲解，讓我心裡承載過多的羞恥，時常認為自己不夠好，也無法和人
親密相處，說話做事小心奕奕，每次犯上雞毛蒜皮的錯，都上升到罪的層面，使我羞恥感倍
增，慢慢形成了很厚的自我保護，對批評十分敏感，也無法設立正確的界線。當我後來學懂
辨析後，才開始慢慢能走出不健康羞恥的影響。所以特別感觸作者能將把抽象的羞恥感，深
入淺出地分析，讓我有機會再次反思生活中使我羞恥的細節，得以被治癒。 

 
特別喜歡一段作者引用約翰‧歌德的一段：「當我們照著一個人現在的樣子對待他，我們會讓
他變得比現在的他更糟。若我們對待一個人，待他如同已經展現其潛力後的樣子，我們就是
使他成為他應有的樣式」。作者想我們看到世界不止只有自己活在羞恥的惡性循環中，我們
身邊的很多人，因為不健康的羞恥無法好好和人相處，若這本書有機會使你因著恩典有能力
走出羞恥，也希望我們能一起帶著這份能力善待其它人。 
 
 
 

徵文：歡迎各位借閱書籍後分享讀後感 



日期: 03月 07日 03月 14日 03月 21日 03月 28日 

週別 預苦期第三主日 神學教育主日 預苦期第五主日 棕枝主日 

宣道: 陳智衡牧師 黃佩芳博士 陳匯寶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主禮: 洪允其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洪允其宣教師 

領詩: 鄭一心弟兄 鄭懿琳姊妹 蘇冠豪弟兄 張必瑩姊妹 

崇拜後:  主日學 主日學 主日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