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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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允其宣教師 宣    道： 李恩德宣教師 

領    詩： 鄭懿琳姊妹 司    琴： 陳奕謙弟兄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插    花︰ 鄧潔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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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書4︰3 
他的神蹟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 

他的國度存到永遠；他的權柄存到萬代！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你是榮耀君王 眾坐 

啟  應： 以賽亞書50︰4-9 (上)、腓立比書2︰1-11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馬可福音11︰1-11 眾坐 

宣    道： 棕枝主日的「驢」工 眾坐 

回 應 詩 : 信靠禱告 眾坐 

奉    獻：  眾坐 

堂務報告：  眾坐 

代  禱：  眾坐 

祝    禱：  眾立 

散 會 詩： 奇妙十架 眾立 

 

  



啟應(以賽亞書50︰4-9 (上)、腓立比書2︰1-11) 

啟：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
天早晨喚醒，喚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應： 主耶和華開啟我的耳朵，我並未違背，也未退後。 
啟：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兩頰的鬍鬚，我由他拔；人侮辱我，向

我吐唾沫，我並不掩面。 
應： 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也知道我必

不致蒙羞。 
啟： 稱我為義的與我相近；誰與我爭論，讓我們來對質；誰與我作對，讓他

近前來吧！ 
應： 看哪，主耶和華必幫助我，誰能定我有罪呢？看哪，他們都要像衣服漸

漸破舊，被蛀蟲蛀光。 
啟：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任何勸勉，若有任何愛心的安慰，若有任何聖靈的

團契，若有任何慈悲憐憫， 
應： 你們就要意志相同，愛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

樂得以滿足。 
啟： 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貪圖虛榮；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

強。 
應：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啟：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應： 他本有神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 
啟：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 
應： 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啟： 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應： 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 
同誦： 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神。 

讀經(馬可福音 11︰1-11) 

1 耶穌和門徒快到耶路撒冷，來到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欖山那裏。耶穌打發兩

個門徒，2 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一進去的時候會看見一匹驢駒拴在

那裏，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把牠解開，牽來。3 若有人對你們說：『為甚麼做這

事？』你們就說：『主要用牠，但會立刻把牠牽回到這裏來。』」4 他們去了，看

見一匹驢駒拴在門外街道上，就把牠解開。5 在那裏站著的人，有幾個說：「你們

解開驢駒做甚麼？」6 門徒照著耶穌的話說，那些人就任憑他們牽去了。7 他們

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8 有許多人把衣服

鋪在路上，還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來鋪上。9 前呼後擁的人都喊著說：「和散

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10 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至高

無上的，和散那！」11 耶穌到了耶路撒冷，進入聖殿，看了周圍的一切。天色已

晚，他就和十二使徒出城，往伯大尼去。  



家事報告 

 

1. 棕枝主日（英語：Palm Sunday），天主教稱聖枝主日，基督新教稱棕樹主

日或基督苦難主日（因主耶穌基督在本週被出賣、審判，最後被處十字架
死刑），是主復活日前的主日，標誌着聖週的開始。 

  

2. 弟兄姊妹鑑於疫情嚴峻，3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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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元朗堂復活節崇拜維持網上直播之緣故，4 月 4 日復活節聯合崇拜取消；
當天早上十時四十五分，本堂於 Whatsapp 一家人群組將上載元朗堂復活節

崇拜連結，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參與復活節網上直播崇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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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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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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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各團契、小組等單位正思想如何訂定未來目標，以落實教會異象及使命
等，求主帶領我們體貼主的意思，彼此印證，合一事奉。 

2. 為兒童崇拜導師禱告，長時間網上聚會教學，求神加力，並保持與小孩子有
美好關係。 

3. 懇求聖靈幫助我們把主日崇拜聆聽到的信息，在生活中用心實踐出來，得
見主的信實，見證主的恩典。 

4. 2021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將會開考，為應屆考生面對考試及要顧
及防疫安排的壓力代禱，求主讓他們有平靜的心和強壯身體。 

5. 港大醫學院早前聯同外國多間研究所及大學，發現抗麻風藥物「氯法齊
明」（clofazimine）有效抑制新冠病毒，並可作預防及感染後治療。仍在
研究中，願主賜智慧及細心給團隊，早日有成果。 

6. 記念市民在疫症長期肆虐，並經濟迅速下滑中掙扎的生活仍有主的恩典。 

7. 願天父保守國際社會的「疫苗分享計劃」能幫助後進國家的人民能公平地
得到防疫的保障。 

8. 緬甸軍政府繼續鎮壓和緝捕反政變的抗爭者，民眾抗議示威持續，多國領
袖譴責及制裁軍政府領袖。請在禱告中記念，盼局勢能以和平的方法解
決！也為當地教會在動盪局勢中的見證禱告。 

4月11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 李恩德宣教師 宣    道： 洪允其宣教師 

領    詩： 鄭一心弟兄 司    琴： 鄭一心弟兄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插    花︰ 李莉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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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奕謙弟兄 

        
書名：《重建共善：現代社羣關係的再想像》 
作者：華特布魯格曼、約翰布魯格曼 
出版：基督教文藝 
 
這未必是一本易消化的書，但亦因為此，我選擇了為它寫一
些分享，當作是導讀或者摘要也好。 
 
作者華特布魯格曼及約翰布魯格曼是兩父子，華特是舊約權
威，約翰是社會學教授。這本書其中一個不好消化之處，在
於約翰提了許多學者的名字，一時是社會學家涂爾幹和韋
伯，一時是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和波蘭尼。不過這不緊要，
不認識這些人名，不掌握他們提出過什麼東西，影響其實不
大。 
 
較為重要的是，約翰也提及了很多有關社會情況的資料，例
如美國最富有的 0.1%人口擁有 22%的全球財富，美國 15%
人口生活於貧窮之中，有大企業曾經裁了數以萬計員工但同
時自己袋下超過 1 億美元，民調顯示 91%美國人認為個人
資料被企業任意使用，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近數十年
最低。雖然作者關心的是美國社會，但包括香港在內的其他
社會其實也大同小異。香港同樣有大量人口活在貧窮之中（你知道去年 12 月公布的最新統
計是多少人嗎？），同樣有很多億萬身家的大老闆或管理層，商業廣告和資訊同樣泛濫。 
 
這本書每一章的上半部份都首先由約翰提出大量對社會情況的分析，我認為這樣做不錯。為
什麼呢？若然我們的信仰對社會是有所啟示的，是對社會有話可說的，是可以幫助「重建共
善」的（如書名），那麼我們不能不先問社會目前是怎樣的情況。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在香港
生活，就很清楚這個社會是怎樣。基於生活經驗的局限，我們真的未必知道一個少數族裔的
少年面對什麼困難，不知道勞工的待遇有多不合理，甚至也不為意我們處身的環境有哪些問
題。 
 
意識到社會的問題，我們才能「再想像」較好的社羣關係應該是怎樣。華特在六章分別引用
了申命記第 24 章的誡命、阿摩司書、列王紀對所羅門的描述、列王紀對以利沙的記述、約
伯記及新舊約對食物的描述，有的我認為算是借題發揮了，例如以約伯記談社會需要權威秩
序，有的我認為較好看，例如是列王紀的兩章。華特用相當批判的角度，突顯出所羅門的奢
華鋪張、苛待人民，甚至借助宗教權威來控制社會，這是我之前查考列王紀上時較少留意的
一面。至於以利沙在列王紀下的連串神蹟，我也曾思考到底有何共通點，以至與前後段落的
敘事有何關連。華特給出來的解釋，我覺得是可取的，但在此就賣個關子，留待大家自己借
閱。 
 
隨着近年香港的政治環境愈來愈複雜，眾教會也意識到自己不能置身事外，而必須更積極地
關心社會。我希望這本書約翰分析社會的部份，能推動我們更深入地認識社會，不要只留在
表層的印象之談；華特講解經文的部份，能啟發我們從更多角度看聖經，找到對當下社會的
啟示。華特對所羅門的極權政權的批判，在當下香港讀起來，也許會是對一些人的提醒和另
一些人的安慰。 
 
 

徵文：歡迎各位借閱書籍後分享讀後感 



日期: 04月 04日 04月 11日 04月 18日 04月 25日 

週別 復活主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 復活期第三主日 復活期第四主日 

宣道: / 洪允其宣教師 羅杰才牧師 李恩德宣教師 

主禮: / 李恩德宣教師 洪允其宣教師 洪允其宣教師 

領詩: / 鄭一心弟兄 鄭懿琳姊妹 張必瑩姊妹 

崇拜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