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及領詩：陳芷華姑娘     司　琴：李伊晴姊妹

講　員：李就强宣教師     招　待：陳澤承弟兄、沈志鵬弟兄

投　影：蔡昊弟兄     收及點獻金：沈志鵬弟兄、孫明德弟兄

1. 宣　　召： 主　　席 主　席： 李雪梅執事(早)     代 禱 者： 陳桂梅姑娘、黃鳳清姊妹

2. 詩歌敬拜： 會        眾 郭錦華執事(午) 　  招 待 及 張秀齊姊妹、葉彥麟姊妹(早)

3. 讀　　經： 主　　席 主禮及講員： 梁群英宣教師(早午)     收 獻 金： 尹燕娟姊妹、梁永音姊妹(午)

4. 主　　席 短　詩： 鄭敏婷姊妹(早午)   點算獻金： 尹燕娟、彭苑華、彭苑春

5. 宣　　道： 李宣教師 司　琴： 黃思明姊妹(早)   總務影音： 歐陽展榮弟兄(早)

6. 回  應  詩： 李宣教師 陳美玲姊妹(午) 黎文漢執事、袁文偉弟兄(午)

7. 奉　　獻： 會        眾 插　花： 陳思明姊妹

8. 家事分享： 主　　席

9. 主  禱  文： 主　　席 1. 著　　往： 會眾肅立

10. 祝　　福： 李宣教師 2. 宣　　召： 主　　席

3. 唱　　詩： 眾　　坐

4. 十　　誡： 主　　禮

5. 認罪祈禱： 主　　席

6. 宣　　赦： 主　　禮

7. 認　　信： 會眾立誦

8. 獻詩(午堂)： 本堂詩班

9. 讀　　經： 主　　席

除投盤奉獻外，現可用以下兩種方式奉獻： 10. 宣　　道： 梁宣教師

1) 存入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上水堂」；

2) 現金轉帳—匯豐銀行戶口(036-6-089050)；南洋商業銀行戶口(043-459-1-032022-3)。 11. 回  應  詩： 主　　席

存款後請將入數紙Whatsapp司庫(電話：5926 7386)，並註明「奉獻人姓名」。 12. 主  禱  文： 會眾立誦

13. 奉　　獻： 全體會眾

14. 獻金祈禱： 主　　席

15. 家事分享： 主　　席

16. 代　　禱： 主　　席

17. 唱　　詩： 立　　唱

〈祝福差遣〉

堂主任：廖小茵牧師     傳道同工：李就强宣教師、王醒材傳道、陳芷華姑娘 18. 祝　　福： 主　　禮

部份時間同工：鄧鳳彩姑娘　義務同工：陳桂梅姑娘　幹事：鄧曦姑娘 19. 散　　會： 會眾靜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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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獻給我天上的主 詩歌敬拜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1.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2.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3.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4.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為祢我獻上頌讚。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5.

k 是這份愛

1. 是這份愛，將祢遠方呼喚，是這份情，此刻祢我拉近； 6.

    是這份愛，甘心十架捨命，是這份情，世間不再冰冷。

    主，祢愛溫暖我心，恩典時刻伴隨，唯願我緊跟主腳步，效法主分享這份愛。 1.

2. 是祢是祢，輕輕耳邊呼喚，是祢的愛，始終永遠相信， 2.

    是祢讓我天天奉獻生命，是祢的愛，世間添上姿彩。 3.

    主，祢愛溫暖萬千，恩典時刻伴隨，唯願我緊跟主腳步，讓世間分享這份愛。 回  應  詩

l 以感恩為祭

1. 主為祢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由泥內生機到變幻天氣，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為祢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祢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祢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做祢聖潔國度人民。

2. 主為祢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內裡有祢愛念呈現。

    主為祢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的安排往往多新意，祢有豐賞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主　席： 黎文漢執事 　　 閣樓同工： 李就强宣教師

(神呀祢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主禮及講員： 王醒材傳道     代  禱  者： 王醒材傳道、陳芷華姑娘

詩班獻詩 　　　　短　詩： 敬拜隊 招待及收獻金： 黃秋燕姊妹、黎述強弟兄 

回頭望我歲月匆匆，經過困境與浪濤，倚靠耶和華重造新生命重擔必卸開， 　　　　司　琴： 謝家珍姊妹 　　 點算獻金： 鄭敏婷姊妹、黎述強弟兄 

這一刻我縱是失意，失去平靜與安穩，倚靠耶和華令擔子變輕省。 　　　　插　花： 趙琼珠姊妹 　　 總務影音： 謝偉棠、葉向榮、戴穎欣

是你的犧牲令我改變，是你的恩典導我行，是你的恩手伴我去過，是你的深愛不捨不棄。 上主日崇拜人數：早堂38人  午堂118人  第三堂19人  兒童主日學26人

來日讓我仰賴應許，充滿能力與希望，倚靠耶和華伴我一世走過。 上主日早、午堂領聖餐人數：共143人 本主日獻花：黃偉強伉儷、葉瑞冰姊妹　

3. 所有勞苦巨艱，所有傷心憂患，主都樂意肯替我負擔；

   所有委屈羞辱，所有攻擊委曲，信靠順服，主必定祝福。

副：信靠順服，此外無法滿足，若要在主裡喜樂，惟有信靠順服。

請為林家怡姊妹於17/1(五)平安誕下女兒感恩。

1. 我與救主同行，得主亮光引導，何等榮光照耀我路途！

   我若仍存在世，我若聽祂指揮，信靠順服，主眷顧到底。

2. 沒有黑影遮蓋，沒有雲霧障礙，因主笑容把雲霧撥開；

   沒有疑惑畏懼，沒有嘆息流淚，信靠順服，畏懼自消除。

下 主 日 (26/1) 合 堂 主 日 崇 拜 司 事

本堂將於20-25/3前往柬埔寨短宣，招募有心志承擔福音工作兄姊參加，

感 恩 與 代 禱

倚靠耶和華

會 務 報 告

下主日上午11:00為合堂崇拜，敬請兄姊留意。

歡迎第一次參加本堂主日崇拜的新朋友及主內肢體。願主賜福予您們！

多謝梁群英宣教師蒞臨早午堂崇拜證道，願主賜福。

鄧鳳彩姑娘於13-21/1放假，求主賜福。

                          頌主詩歌(259)信靠順服

2020年聖經講座將於2/2(日)開始第一次，其後每月逢第一及三主日下午2:30

在閣樓舉行，由郭耀安牧師負責，歡迎兄姊於休息室報名參加。

費用為每人$5500(包括：機票、住宿、保險及其他行程費用 )，截止日期為

請為本主日主日學派揮春行動代禱，求主保守一切順利和平安。

請為本堂48週年堂慶(23/2)之籌備代禱，讓我們同頌主恩典。

本主日。兄姊可向李就强宣教師報名及查詢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