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堂崇拜程序(下午二時正)
1. 宣　　召： 主　　席

2. 詩歌敬拜： 主　　席

3. 讀　　經： 李蓉妹姊妹

4. 主　　席 主　席： 王醒材傳道(早)       襄　禮： 陳尚希長老、李就强宣教師
5. 宣　　道： 王醒材傳道 黃永敏長老(午) 代 禱 者： 陳尚希長老、王醒材傳道
6. 回  應  詩： 王醒材傳道 主禮及講員： 廖小茵牧師(早午)      招 待 及 蕭潤卿姊妹、謝幗冰姊妹(早)
7. 奉　　獻： 會        眾 短　詩： 黃志新弟兄(早午) 收 獻 金： 李寶琼姊妹、傅周敏姊妹(午)
8. 家事分享： 主　　席 司　琴： 郭頌恩姊妹(早) 點算獻金： 袁龍江執事、張志偉弟兄
9. 主  禱  文： 主　　席 謝家珍姊妹(午) 總務影音： 孫家剛弟兄(早)

10. 祝　　福： 王醒材傳道 插　花： 朱婉君姊妹 麥炳德弟兄、李均龍弟兄(午)

1. 著　　往： 會眾肅立
2. 宣　　召： 主　　席
3. 唱　　詩： 眾　　坐

4. 十　　誡： 主　　禮
   招　待：黃若藍姊妹、沈志鵬弟兄    招　待：陳芷華姑娘、楊益姊妹 5. 認罪祈禱： 主　　席

6. 宣　　赦： 主　　禮
7. 認　　信： 會眾立誦

〈聖道宣講〉
8. 獻詩(午堂)： 本堂詩班
9. 讀　　經： 主　　席

10. 宣　　道： 廖  牧  師
〈回應事奉〉
11. 回  應  詩： 廖  牧  師

上主日崇拜人數：早堂25人　午堂79人　第三堂17人(領聖餐14人) 12. 主  禱  文： 主　　席

兒童主日學 1人 13. 奉　　獻： 全體會眾
除投盤奉獻外，現可用以下兩種方式奉獻： 14. 獻金祈禱： 主　　席
1) 存入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上水堂」； 15. 家事分享：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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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代　　禱： 主　　禮
存款後請將入數紙Whatsapp司庫(電話：5926 7386)，並註明「奉獻人姓名」。 17. 唱　　詩： 立　　唱

〈祝福差遣〉
18. 祝　　福： 主　　禮
19. 聖　　餐： 主　　禮

1. 唱　　詩： 立　　唱
2. 聖　　餐：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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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唱　　詩： 立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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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散　　會： 會眾靜退

教會電郵：ss.rhenish@gmail.com 電話：2670 5364

教會網址： http://ssrhenish.goldeye.info/ 傳真：2670 5346

………………………………………………………………………………………………

主日崇拜時間：(早堂)上午九時、(午堂)上午十一時、(第三堂)下午二時

聚 會 地 址 辦  事  處

新界上水新成路廿五號 新界上水新成路六號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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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是你最重要 詩歌敬拜

1. 是你重要，在我的心中最重要，重要是你！全地其上全賴你一一創造， 1.

是你親手鋪設宇宙繁星，於我你給我是到底的拯救。 2.

頌讚，跪拜！頌讚永歸我主；頌讚，跪拜！讓我心歸我王。 3.

於天地裡再找不到比你好！在我生命裡， 再找不到一個相比更重要！ 4.

神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 5.

2. 是你重要，在我的一家最重要，重要是你！危險、困逼，憑藉你一一過渡， 之心意祝賀於報告時段進行，簡單慶祝，同頌主恩。

是你恩手使這家溫馨倍添，於我這家也屬你終生歸你。 6.

頌讚，跪拜！頌讚永歸我主；頌讚，跪拜！讓我家歸我王。

甘心樂意傳頌基督的救恩！讓這家奉獻，榮耀都歸於你皆因你是愛！ 7.

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

k 我要向高山舉目(國)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X2 1.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X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2.

l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榮耀遍全地，在禱告良辰，靜觀祢的美。 回  應  詩

恬靜～我沉默主座前，毋用多片言，在禱告前，祢已清楚我需要。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風暴裡仍舊恬靜，全獻我順服的心靈，由祢全權來帶領。

副：願人都尊祢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祢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今日～我求問主的國，求問主的義，王的旨意，如陽光遍地彰顯。→副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國度權柄榮耀，全屬祢直到永遠！→副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詩班獻詩

主恩典如日光普照，令我頌讚跪拜屈膝主面前，

忘盡了一切懼怕創傷，跟往昔罪尤，因主基督已寬恕。 主禮及主席： 李就强宣教師(早午) 代 禱 者： 陳桂梅姑娘、黃鳳清姊妹

主恩典如輕風吹送，令我感激萬遍高唱讚頌神， 講　員： 黃立基傳道(早午)      招 待 及 張秀齊姊妹、葉彥麟姊妹(早)

嘗盡了一切禍困痛苦，生百般忍耐，盼望必不至羞愧。 短　詩： 徐秀珊姊妹(早午) 收 獻 金： 梁永音姊妹、張志偉弟兄(午)

主聖靈居我心，天天引導我，主的愛澆灌於心內， 司　琴： 黃思明姊妹(早) 點算獻金： 彭苑春、彭苑華、張玉珍

主寶血潔淨我得享永生福樂，靠主基督得稱義。 謝家珍姊妹(午) 總務影音： 歐陽展榮弟兄(早)

主恩典如綠水淙淙，令我立志盡靠恩典等候神， 插　花：陳思明姊妹 黎文漢執事、袁文偉弟兄(午)

無懼怕一切難以掌握，因救主看顧，漫長一生有主結伴。 本主日獻花：鄧鳳彩姑娘、葉瑞冰姊妹　

下 主 日 (16/2) 早 午 堂 主 日 崇 拜 司 事

全是祢永久的愛，留下信念希望，現我在心底讚美祢。全靠恩典

請為各地因新型冠狀病毒之疫情影響生活的民眾代禱，求主止息疫情，

醫治病患，賜下平安。

請為司徒偉明弟兄於7/2(五)在私家醫院開始接受化療代禱，求主醫治並加力

個人衛生，保重身體。

願我謙卑渴慕祢指引，盼祢教我得著祢心意，

因應疫情，下主日的2020年聖經講座「撒母耳記」將會取消，請兄姊留意。

本主日早午堂崇拜舉行聖餐，請兄姊以虔誠悔改的心領受救主餅杯。

         求你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使我能知道，判斷何美善，每步道路也不走差。

求祢以真愛注入我心裏，求祢以真愛燃亮我，

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每步道路也緊靠祢。

讓我愛祢，愛慕祢真理，盼祢教我得著永生愛，

全是祢捨身的愛，留下美善榜樣，我願全身心都歸祢。

周啟強弟兄(周美容兄)於11/1(六)主懷安息，安息禮定於22/2(六)上午10:00在

世界殯儀館 4樓 401室舉行，其後隨即進行出殯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感 恩 與 代 禱

給偉明；又為他於13/2(四)前往威爾斯醫院接受診斷代禱，求主賜下平安。

求祢以真理引導我方向，求祢以真理陶造我，

會 務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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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下午2:00 在27號二樓舉行二月份堂董會，請堂董出席，共商聖工。

因應近日新型冠狀病毒之疫情，本堂48週年堂慶(23/2)將取消愛筵，各團組

教會於招待處備有口罩及酒精消毒液，歡迎兄姊崇拜時使用，並請兄姊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