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 

主日崇拜 

五周年堂慶感恩崇拜 

2019年9月29日 上午10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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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潔儀姊妹 宣    道 : 余英嶽牧師 

領    詩： 蘇冠豪弟兄 敬 拜 隊 : 張必瑩姊妹 李嘉琪姊妹 

祈    禱： 黃永長執事 致    詞 : 英大綱執事 

司    琴： 陳奕謙弟兄 招待司事 ： 黃振杰弟兄 黃啟鴻弟兄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丘浩研弟兄 插    花 : 馮潔文姊妹 

兒童崇拜： 紀周群姊妹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宣  召： 詩篇118：2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眾立 

禱  告：  眾坐 

敬  拜： 1. 和撒那 
2. 祂是萬王之王 

3. 謝謝我主 

眾坐 

致  詞：  眾坐 

啟  應： 以賽亞書53：6-9、路加福音19：9-10 眾坐 

獻  詩： 1.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2. 頌讚你hallelujah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路加福音15：1-10 眾坐 

宣    道： 尋找失去的 眾坐 

回 應 詩 : 謝謝我主 眾坐 

奉    獻：  眾坐 

差 遣 禮 :  眾坐 

堂務報告：  眾坐 

差遣祝福：  眾立 

散 會 詩： 每日求主引領我 眾立 



啟應(以賽亞書 53：6-9、路加福音 19：9-10) 
啟：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應： 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
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啟：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為他從活人之地被剪
除，為我百姓的罪過他被帶到死裏。 

應： 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穴，與財主同墓。 

啟： 耶穌對他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同誦： 人子來是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 

 

讀經(路加福音 15：1-10) 
迷羊的比喻 

1 許多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2 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這
個人接納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3 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4「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其中的一隻，不把這

九十九隻留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5 找到了，他就歡歡喜喜地
把羊扛在肩上。6 他回到家裏，請朋友和鄰舍來，對他們說：『你們和我一同歡喜

吧，我失去的羊已經找到了！』7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

為他歡喜，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還大呢！」 
 

失錢的比喻 

8「同樣，哪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不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地
找，直到找著呢？9 找到了，她就請朋友和鄰舍來，對她們說：『你們和我一同歡

喜吧，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到了！』10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神的使者

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講道回應 (尋找失去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在舉行二零一九年度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堂委、部長差遣禮 

 

請各堂委、部長前來立願 

邀請---------（主禮牧師讀出堂委、部長名單） --------------------------眾坐 

問答---------（主禮牧師向堂委、部長）----------------------------------眾坐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已按照本堂典章被選為堂委、部長，在不同的崗位上事奉

上帝，你們的事奉，是與教會在地上的見證，有重要的關係。因此，你們應當時

常記得在自己崗位上的表現，會決定教會是否能夠回應上帝的使命，在這牧區中

見証上帝的作為。但願你們作為上帝的受託者，得著喜樂，更知道你們是為主的

教會，奉獻時間、才幹與金錢，故此，你們是與主同工。我現在請你們表示事奉

的意願。 

 

（主禮牧師問，堂委、部長答） 

 

問：你們是否應許，為本堂事務，殷勤負責？你們是否應許，謀求本教會的大

公、傳統、合一與聖潔？ 

 

答：（堂委、部長同誦「受託承擔感恩願詞」） 

 

我們現今在上帝鑒臨之下，心存感恩，並同心應許，願意接受上帝的選召，教會

的委託，甘心樂意參與事奉，在崗位上，努力盡忠，事奉上帝，服務教會，關懷

他人，為主發光，榮歸上帝。願主悅納我們的奉獻，誠心所願。 

接納 --------------------------------------------------------------------眾坐 

 



 

(主禮牧師與執事及堂委、部長握手後，各人面向會眾。請會眾站立同誦支持及接

納文，表示彼此間在事奉上的互相支持。)  

 

[我們很高興能見到你們接受及承擔上帝的選召，以及教會的委託，去參與堂會的

事奉。我們願意與你們一同彼此相互支持和鼓勵，更願意我們不分彼此的事奉，

得著上帝的喜悅，叫教會因而蒙福，成為上帝在這社會中的見證。] 

 

祈禱 --------------------------------------------------------------------眾坐 

 

萬善之源，我們的天父，懇求祢引導我們所有在教會有份參與事奉的兄姊，服務

教會，榮耀上帝。使我們一切的計劃與工作，都能順利。以致能夠忠於所託，誠

懇事奉，完成祢在我主耶穌基督裏所差遣的使命。誠心所願。 

 

立願 ------------------------------------------眾立(請會眾起立同誦立願文。) 

 

主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為祢的召喚，使我們得以成為信徒，參與在教會中，祢

又提醒了我們，讓我們明白作為上主的信徒，我們在教會中當盡諸般的義，努力

實踐崇拜、團契、學習、事奉與奉獻的生活，叫我們的努力，可以使我主耶穌基

督的名在本牧區中傳揚，讓更多人得以認識主，成為上帝的兒女。求上帝加添我

們的信心、愛心與盼望，使我們能夠始終如一，事奉上主。奉主名求，誠心所

願！ 

  



 
 

2019-2020 年度各堂委、部長崗位安排 
 
 

崗 位 負責人姓名 職    能 

 

主席 

 

鄧潔儀姊妹（堂委） 

負責跟進同工：李恩德宣教師 

 

1.與教牧同工制訂會議議程 

2.主持會議 

 

司庫 

 

蘇冠豪弟兄（堂委） 

負責跟進同工：李恩德宣教師 

1.收集各項收據，記錄及安

排退款 

2.教會各項定期開支跟進 

3.教會財政預算 

 

文書 

 

李莉莉姊妹（堂委） 

負責跟進同工：李恩德宣教師 

 

1.撰寫會議記錄報告 

 

崇拜部 

 

鄭懿琳姊妹（堂委）/ 

張必瑩姊妹（堂委） 

負責跟進同工：洪允其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1.編排、協調崇拜招待 

2.編排、協調敬拜隊事奉人

員 

3.每周敬拜練習 

4.敬拜隊培訓 

5.講道表編排（李恩德宣教

師） 

影音組: 李莉莉姊妹（堂委） 

負責跟進同工：洪允其宣教師 

1.編排、協調影音事奉 

2.管理崇拜燈光、影音效果 

3.教會各器材的採購及維修 

4.影音人員的培訓 

 

兒童部 

 

莫靜儀姊妹（堂委） 

負責跟進同工：洪允其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1.編排兒童崇拜聚會內容 

2.編排、協調崇拜事奉人員 

3.兒童導師培訓 

 

青年部 

 

李莉莉姊妹（堂委）/ 

陳奕謙弟兄（堂委） 

負責跟進同工：洪允其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1.青年導師培訓 

2.與教牧一起制定事工發展

方向 

 

關顧部 

 

朱加美姊妹 

負責跟進同工：李恩德宣教師 

 

1. 安排關顧、探訪 

2. 新朋友關顧 

  



 

 

傳道部 

 

何均就弟兄（堂委） 

負責跟進同工：李恩德宣教師/ 

           洪允其宣教師   

 

1.發展栽培事工 

2.研習聖經課程 

 

總務部 

 

楊鳳兒姊妹 

負責跟進同工：李恩德宣教師 

 

1.負責主日聖餐之物資 

2.預備主日崇拜後茶點 

3.校牧室雜務添置 

 

信徒培育部 

 

鄧潔儀姊妹（堂委）/ 

陳奕謙弟兄（堂委） 

 

負責跟進同工：李恩德宣教師/ 

     洪允其宣教師   

 

1. 製定全年讀經或屬靈書籍閱

讀計劃事工 

2.定出年度退修事宜 

（主題、講員、日期） 

 

  



家事報告 
 

1. 致謝：本主日荷蒙余英嶽牧師蒞臨證道及主持差遣禮，謹致謝忱。 
  

2. 歡迎基元中學校長鄭禮林博士及基元中學老師蒞臨本堂，參與本堂五周年
堂慶感恩崇拜，謹代表本堂歡迎各位蒞臨。 

  
3. 歡迎元朗堂各位執長、堂委、主內弟兄姊妹及朋友蒞臨基元堂，同心敬拜

上帝，謹代表本堂歡迎各位蒞臨。 
 

４. 崇拜完畢後，誠邀各位來賓及弟兄姊妹留步，拍攝周年慶典合照，並參與
本堂舉行之慶祝活動及感恩愛延，共證主恩。 
 

５. 區會聚會調動：原定 10 月 25 日（五）晚上於公理堂舉行『按立牧師暨差
遣宣教師感恩崇拜』，因著修訂《逃犯條例》下可能引發示威遊行的影響，
經商討後，典禮改於 10 月 26 日（六）上午 10 時於公理堂舉行。 

 而旅遊巴接送將改為：當天早上 8 時 20 分於元朗堂聖殿集合，8 時 40 分
開車。如欲乘坐旅遊巴士出席者，請重新向司事登記。 

  

代禱事項 
1. 請為已報名參與學道班的六位弟兄姊妹代禱，求主加力讓弟兄姊妹預備心靈

投入學習，邁向基督。 
  

2. 請為基元中學學生團契於本年度首次聚會代禱，日期為１０月２日；求主幫
助同學適應團契生活，又求主賜福學生團契各位職員，帶領新參與之同學認
識主，建立成長。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 李恩德宣教師 宣    道： 余英嶽牧師 

領    詩：  鄭懿琳姊妹 敬 拜 隊： 吳少玲姊妹 黃麗芬姊妹 

司    琴： 鄭一心弟兄 (司他) 招待司事： 鄭英偉弟兄 鄧潔儀弟兄 

影    音： 鄧淦升弟兄 蕭  楓弟兄 插    花︰ 鄧潔儀姊妹 
兒童崇拜： 紀麗群姊妹 陳嘉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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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牧師:余英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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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