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 

主日崇拜 

六周年堂慶感恩崇拜 

2020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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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德宣教師 宣    道 : 蒲錦昌牧師 

領    詩： 張必瑩姊妹 敬 拜 隊 : 全體隊員 

祈    禱： 黃永長執事 司    琴 : 陳奕謙弟兄 

影    音： 廖勇哲弟兄 吳俞霑弟兄 招待司事 ： 何均就弟兄 尚蕙賢姊妹 

兒童崇拜： 網上舉行 插    花 : 黎慧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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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敬拜： 1. 何時何地都敬拜 
2. 耶穌我感謝祢 

3. 最美好…….盡力愛祢 

 

眾坐 

啟  應： 羅馬書12：9-18 眾坐 

獻  詩： 活出愛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創世記50：15-21 眾坐 

宣    道： 寬廣的心胸 眾坐 

回 應 詩 : 耶穌我感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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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愛 眾立 



啟應(羅馬書12：9-18) 

 

啟： 愛，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應： 愛弟兄，要相親相愛；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啟：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侍主。 

應： 在盼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啟： 聖徒有缺乏，要供給；異鄉客，要殷勤款待。 

應： 要祝福迫害你們的，要祝福，不可詛咒。 

啟： 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要與哀哭的人同哭。 

應： 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氣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啟：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同誦： 若是可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讀經(創世記 50：15-21) 

 

15 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死了，就說：「也許約瑟仍然懷恨我們，會照我們從前待他

一切的惡，重重報復我們。」16 他們就傳口信給約瑟說：「你父親未死之前曾吩咐

說：17『你們要對約瑟這樣說：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你要饒恕他們的過犯和罪

惡。』現在求你饒恕你父親的神之僕人們的過犯。」他們對約瑟說了這話，約瑟就

哭了。18 他的哥哥們又來俯伏在他面前，說：「看哪，我們是你的奴隸。」19 約

瑟對他們說：「不要怕，我豈能代替神呢？20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

思原是好的，要使許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21 現在你們不要害怕，

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孩子。」於是約瑟安慰他們，講了使他們安心的話。 

  



家事報告 

1. 致謝：本主日荷蒙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蒞臨證道，本
堂謹致謝忱。 

  
2. 歡迎基元中學校長鄭禮林博士蒞臨本堂，參與本堂六周年堂慶感恩崇拜，謹

代表本堂歡迎各位蒞臨。 
  
3. 歡迎元朗堂各位執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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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證主恩。 

代禱事項 

1. 請為已報名參與學道班的弟兄姊妹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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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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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過去的六年，感謝上主的帶和保守，讓我們成為一家人， 是神家中的弟兄
姊妹，經常一同敬拜，一同讚美， 一同禱告。每當我們聚集的時候，不但
是主的聖靈在我們當中運行工作感動我們，帶領我們靈命進深，更是弟兄姊
妹彼此鼓勵，互相代求，激發我們在主裡成長。 因此，我們應當為一同聚
會的弟兄姊妹禱告感謝主恩， 又彼此感謝，繼續互相鼓勵，相親相愛。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 洪允其宣教師 宣    道： 翁傳鏗牧師 

領    詩：  蘇冠豪弟兄 敬 拜 隊： 吳少玲姊妹 黎慧嫻姊妹 

司    琴： 蕭  楓弟兄 招待司事： 邱柏熹弟兄 黃啟鴻弟兄 
影    音： 鄧淦升弟兄 楊翰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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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1月 01日 11月 08日 11月 15日 11月 22日 11月 29日 

週別 聖靈後第二十二主日 聖靈後第二十三主日 聖靈後第二十四主日 健康主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宣道: 翁傳鏗牧師 洪允其宣教師 李恩德宣教師 連德恆院牧 吳炳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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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莉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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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之星分享: 

莫靜儀姊妹 
    

 

茶點後: 

 

祈禱會 

查經班  查經班  

主日學 主日學 主日學  

學道班 學道班 學道班 學道班 學道班 

 



閱讀分享 
洪允其宣教師 

        
書名：《堂會確是⼀間有限公司。：⼀位資深牧者的真情剖⽩》 
作者：⾺保羅 
出版：基道出版社 
 
「教會就是⼀班蒙基督耶穌召集的⼈，我們所有信徒都屬於
那⼀體的、聖潔的、⼤公的、使徒性的教會︔我們就是基督
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所以，教會不能被矮化
成為⼀間有限公司、⼀間教堂、⼀個受章則規限的組織、⼀
個宗派、⼀個傳統。」  
 
作者在結語部份記下這句，讓讀者留⼼，教會群體應當充滿
基督的活⼒，帶着盼望與喜樂，活出基督本體的⽣命⼒——
基督裡合⼀的愛。 
 
本書由⼀位資深牧者作出真情的剖⽩，並不是要推倒任何形
式，因為實際處境已經存在︔然⽽，重點在於讓讀者反省基
督群體在世上該活出怎麼樣的⽣命⼒，並且能夠靈巧地穿梭
於有限公司與基督身體之間，⽽⾏出真正的教會觀。 
 
本書分為三部份探討： 
 
第⼀部份，作者在制度功能並架構營運上的多角度層⾯，讓⼤家了解堂會確是⼀間有限公司
的真實現況⾯︔除了讓讀者了解教會的重點營運部份，也看⾒當中的優缺，並帶來的張⼒，
從⽽進入另⼀部份的探討。 
 
在這部份裡，作者主要帶出⼀個清晰的觀念：有限公司、機構、非牟利慈善團體，都是受公
司法和堂會公司章則規限，不應被視為聖經所描述的教會完全為同等︔只是，堂會本身的設
⽴應負起當盡之責，遵守地上的法規，做⾜本分卻又不過於基督群體的本質，⽽造成本末倒
置的情況。 
 
第⼆部份，作者直接指出教會本是基督身體的教會觀。教會有其本質，是由基督耶穌藉聖靈
所召集，以基督為主，跟隨聖靈⽽⾏，並有聖經的屬靈權柄作為⽣活的指引。⽽教會存在於
世上，有其特別任務，就是⾒證基督和祂的救恩︔因此，在教會裡是不存在（不應存在）任
何的張⼒︔反⽽是充滿盼望與喜樂，在群體中不斷傾流⽽出，⽽源頭在於基督的愛。 
 
這部份的觀念看來好像⽼新常談，但當中帶出重點：教會觀的整體不單⽌在於觀念認知，更
強調於本質實踐。作者在這部份引⽤很多的經⽂，以及神學家的論點指出，活出教會群體的
本質，是從眾使徒、眾⾨徒、眾信徒，⼀起活出基督的愛並致⼒完成當盡的使命為重，並順
服在教導中⽽⾏，讓教會這基督的身體的合⼀性，完全地彰顯。 

 
  



 
第三部份，作者讓讀者們了解現今的狀況：我們是穿梭於堂會這有限公司和教會這基督身體
之間。在此部份，作者⿎勵讀者們檢視內裡的教會觀念，並引導啟發教會群體，思考更多，
福⾳傳揚與拓展的空間與機會，產⽣更⼤的活⼒與⽣機。  
 
但是，對於「堂會」與「教會」的觀念，作者也提醒讀者們要拿挰清晰當中的區分。按作者
的真情剖⽩，可以有以下的啟迪： 
 
(1) 堂會是有限公司，不應視為完全同等於聖經中的教會，應視為促進教會拓展的機構。 
 
(2) 教會是指向被基督耶穌召集並定期⾛在⼀起的信徒，是屬於⼤公性的，⽽且具合⼀性
的。 
 
(3) 傳道者是幫助每位信徒領受召命，同時給予教導，讓信徒學習依靠主⽽完成使命。 
 
(4) 教會是聆聽元⾸基督的群體，並且所有的跟隨者，當同⼼了解由基督指引給團隊領袖的
旨意。 
 
(5) 作為基督群體的⽣活重點，是要切實彼此相愛，緊密守望，⾒證基督，這是當盡的本
份︔無論是⼤型、⼩型、蚊型堂會，不要視增長為⾸任，因為堂會不是以⾃身發展與擴張為
焦點，焦點應該對準於服侍整個基督的身體及⾒證基督，並促進⼤公教會的建⽴為重任。 
 
教會是藉着上帝的恩典，在地上更替的時代中，努⼒於使命中，不斷更新，⼒求改進，讓基
督群體在時代中，時時刻刻可以彰顯主的名，將基督的救恩傳揚，不因時代的轉變，或被營
運的價值觀⽽取代了真正的教會觀。 
 
 

徵⽂：歡迎各位借閱書籍後分享讀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