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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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杰才牧師 

領    詩： 蘇冠豪弟兄 司    琴 : 蘇冠豪弟兄(司他)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插    花 : 朱加美姊妹 

兒童崇拜： 暫停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宣  召： 詩篇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
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宇裏求問。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聖法蘭西斯禱文 眾坐 

啟  應： 詩篇18：30-50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創世記39：1-23 眾坐 

宣    道： 有神同在的約瑟 眾坐 

回 應 詩 :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眾坐 

奉    獻：  眾坐 

堂務報告：  眾坐 

代  禱：  眾坐 

差遣祝福：  眾立 

散 會 詩： 教會的主 眾立 

 

 



啟應(詩篇18：30-50) 

啟： 至於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華的話是純淨的。凡投靠他的，他就作他們

的盾牌。 

應： 除了耶和華，誰是神呢？除了我們的神，誰是磐石呢？ 

啟：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為完全的，他是神。 

應： 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使我站穩在高處。 

啟： 他教導我的手能爭戰，我的膀臂能開銅造的弓。 

應： 你賜救恩給我作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庇護使我為大。 

啟： 你使我腳步寬闊，我的腳踝未曾滑跌。 

應： 我要追趕我的仇敵，且要追上他們；若不將他們滅絕，我總不歸回。 

啟： 我要打傷他們，使他們站不起來；他們必倒在我的腳下。 

應： 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爭戰；也曾使那起來攻擊我的，都服在我以

下。 

啟： 你又使我的仇敵在我面前轉身逃跑，使我剪除那恨我的人。 

應： 他們呼求，卻無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華，他也不應允。 

啟： 我搗碎他們，如同風前的灰塵；傾倒他們，如同街上的泥土。 

應： 你救我脫離百姓的紛爭，立我作列國的元首；我素不認識的百姓必事奉我。 

啟： 他們一聽見我的名聲就必順從我，外邦人要投降我。 

應： 外邦人要喪膽，戰戰兢兢地出營寨。 

啟： 耶和華永遠活著。願我的磐石被稱頌，願救我的神受尊崇。 

應： 這位神為我伸冤，使萬民服在我以下。 

啟： 他拯救我脫離仇敵，又把我舉起，高過那些起來攻擊我的人，救我脫離殘暴

的人。 

應： 耶和華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謝你，歌頌你的名。 

同誦： 耶和華賜極大的救恩給他所立的王，施慈愛給他的受膏者， 

就是給大衛和他的後裔，直到永遠。 

 

  



讀經(創世記39：1-23) 

1 約瑟被帶下埃及去。有一個埃及人波提乏，是法老的官員，是護衛長，他從那

些帶約瑟下來的以實瑪利人手中把約瑟買了去。2 約瑟在他埃及主人的家中，耶

和華與他同在，他是一個通達的人。3 他主人見耶和華與他同在，又見耶和華使

他手裏所辦的事都順利，4 約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主人派他管理

家務，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裏。5 自從主人派約瑟管理家務和他一切所有

的，耶和華就因約瑟的緣故賜福給那埃及人的家；凡家裏和田間一切所有的，都

蒙耶和華賜福。6 波提乏把他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約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食

物，其他的事一概不知。約瑟英俊健美。 7 這些事以後，約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

情給約瑟，說：「你與我同寢吧！」8 約瑟拒絕，對他主人的妻子說：「看哪，一

切家務我主人一概不知，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裏。9 在這家裏沒有人比我更

大，除你以外，他也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因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行這麼

大的惡，得罪神呢？」10 她天天這樣對約瑟說，約瑟卻不聽從她，不與她同寢，

也不和她在一起。11 有一天，約瑟進屋裏去辦事，家裏沒有一個人在那屋子裏，

12 婦人就拉住他的衣服，說：「你與我同寢吧！」約瑟把衣服留在她手裏，逃出

外面去了。13 婦人看見約瑟把衣服留在她手裏逃到外面，14 就叫了家裏的人

來，對他們說：「看，他帶了一個希伯來人到我們這裏戲弄我們。他到我這裏

來，要與我同寢，我就大聲喊叫。15 他聽見我放聲大喊，就把他的衣服留在我這

裏，逃出外面去了。」16 婦人把約瑟的衣服放在身邊，直到他主人回家，17 就

用這樣的話對他說：「你帶到我們這裏來的那希伯來僕人進來要調戲我，18 我放

聲大喊，他就把衣服留在我身邊，逃到外面。」19 主人聽見他妻子對他說的話，

說：「你的僕人就是這樣對待我」，就非常生氣。20 約瑟的主人把他抓起來，關在

監獄裏，就是王的囚犯被關的地方。於是約瑟在那裏坐牢。21 但耶和華與約瑟同

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監獄長的眼前蒙恩。22 監獄長就把監獄裏所有的囚犯都交

在約瑟手下；在那裏的一切事都由他處理。23 任何交在約瑟手中的事，監獄長一

概不察，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所做的都順利。 

  



家事報告 

 

1. 致謝：本主日荷蒙羅杰才牧師蒞臨證道，本堂謹致謝忱。 
  

2. 基元堂堂委會經商議後， 最新崇拜安排如下： 
8 月 2、9 日崇拜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 弟兄姊妹可於主日當天上午 09:50 
先連結 Youtube，預備心靈進入崇拜。另外，因應疫情擴散跡嚴重，兒童崇
拜、少青團契、研經班將暫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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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香港疫情變得嚴峻，今年的「港九培靈研經會」沒有實體聚會，弟兄姊

妹可以透過以下三個連結觀看網上直播，每場講道完畢後將提供二十四小時
錄影重溫。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8WX_nUmaXcND3A8Zb2lDpg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bibleconference/ 
 
網頁： 
https://www.hkbibleconference.org/watch-live.html  
 
由於大會沒有提供研習本，大家可以於網上  
 
下載講道經文研習本： 
www.hkbibleconference.org/study-guide 
 
聚會日程： 
www.hkbibleconference.org/speaker-schedule.html 

 

  



代禱事項 
 

1. 疫情持續，本港各區已受影響；多區的長者護養院，因為出現確診者，而需
要全院院友遷出隔離，對病患長者影響甚大。另外，雖然政府已取消全日食
肆禁堂食, 改回只取消晚市暫停堂食，但對於經營業務上, 仍然艱辛。其他
行業也因為疫情原故，在壓力下艱辛面對；求主的幫助臨到他們，也在他們
的心靈中賜下安慰，並賜下智慧讓他們有方向面對眼前的困境。除此以外，
求主指引我們的心，更懂得對準他們的需要，天天為他們守望。 

  
2. 全球確診人數，在一週剛過後已超越１６8０萬，南美洲最為嚴重，佔全球

三成，巴西是當中最嚴重的國家。求主帶領當地醫護人員，緊守崗位，也賜
下更大的體力及心力，讓他們在疫情裡，與主一起，不孤單面對這困難。 

  
3. 中美關係及南海地區持續不穩定，讓人心感到不安；求主帶領，讓這緊張關

係得舒解，也在當中張顯祢的公義。又祈求主賜下信心給信靠祢的人，有信
心有方向，活在祢的指引之中，無論景況如何，也繼續見證祢的名。 

  
4. 求主保守基元堂各位弟兄姊妹，因為疫情原故，相聚見面的分享減少，願聖

靈在當中牽引我們，努力在彼此間關顧守望；又求主賜我們的心更渴求祢，
努力學習祢的教導，讓我們靈裡持續長進，更親近祢。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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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必瑩姊妹 

兒童崇拜：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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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08月 02日 08月 9日 08月 16日 08月 23日 08月 30日 

週別 聖靈後第九主日 聖靈後第十主日 聖靈後第十一主日 聖靈後第十二主日 聖靈後第十三主日 

宣道: 羅杰才牧師 洪允其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謝雪求教師 

羅杰才牧師 

主禮: 洪允其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洪允其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領詩: 蘇冠豪弟兄 鄭一心弟兄 
鄭懿琳姊妹 張必瑩姊妹 

蘇冠豪弟兄 

 

崇拜後:  主日學 主日學 主日學 主日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