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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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錦明長老(早)       襄　禮： 陳尚希長老、王醒材傳道
5. 宣　　道： 區嘉傑傳道 黃永敏長老(午)      招 待 及 蕭潤卿姊妹、謝幗冰姊妹(早)

6. 回  應  詩： 主　　席 主禮及講員： 廖小茵牧師(早午) 收 獻 金： 鄺惠好姊妹、麥桂明弟兄(午)

7. 奉　　獻： 會        眾 短　詩： 張志偉弟兄(早午) 點算獻金： 袁龍江執事、張志偉弟兄
8. 家事分享： 主　　席 司　琴： 郭頌恩姊妹(早) 總務影音： 孫家剛弟兄(早)

9. 主  禱  文： 主　　席 謝家珍姊妹(午) 麥炳德弟兄、李均龍弟兄(午)

10. 祝　　福： 區嘉傑傳道 插　花： 趙琼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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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十　　誡： 主　　禮
5. 認罪祈禱： 主　　席

   招　待：蘇諾欣姊妹、沈志鵬弟兄    招　待：陳芷華姑娘、楊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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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主  禱  文： 主　　席

本主日獻花：陳增榮伉儷　本主日獻刊：葉瑞明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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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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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影：蔡昊弟兄

   和唱：李伊晴姊妹    司鼓：李聲彤執事  和唱：李伊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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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探 (太 4：1-11)　………………………………………………………

   收及點獻金：鄧鳳彩姑娘、沈志鵬弟兄    收及點獻金：孫明德弟兄、陳澤承弟兄

講道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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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在你面前蒙悅納 k 求你轉臉 l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　詩 121：1-8　………………………………………………………………………

十誡/使徒信經：………………………………………………………………………………………………………………………………………………………………………………………………………

…………………………………………………………………　相爭不足 分享有餘 (可 6：30-44)　…………………………………………………………………

   主席及領詩：陳芷華姑娘    主席及領詩：羅曉虹執事

   講　員：區嘉傑傳道    講　員：鄧鳳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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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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陳澤承弟兄   讀　經：李蓉妹姊妹

   投　影：蔡昊弟兄

   司琴：陳恩逾姊妹    司鼓：羅曉虹執事

第三堂崇拜(8/3)本主日司事人員 第三堂崇拜(15/3)下主日司事人員



j 因著信 詩歌敬拜

1. 憑信，他離別吾珥；因信，全然奉上愛子； 1.

    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 2.

2. 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 3.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 4.

副：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便倒塌下來； 5.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3. 憑信，他們懷著憑據；因信，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6.

k 祢的恩典夠我用(國) 7.

物換星移幾十載，唯有祢愛不更改，每個季節，恩典脂油滿滿。

雖然經過水和火，靠著主我就剛強，每時每刻，祢與我同在。 8.

祢的恩典夠我用，能力覆庇我軟弱，靠著耶穌，得勝又得勝。

我要唱著祢的愛，永恆無盡頭的愛，永不離棄，一生常相伴。

l 這世界非我家 1.

1. 這世界非我家，我無一定住處，我積財寶在天，時刻仰望我主；

　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召迎迓，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2.

2.天上萬眾聖徒，望我快來相見，我將前往歡聚，主已赦我罪愆；

　我雖軟弱貧苦，靠主一無所掛，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詩班獻詩

副：我主，你知，我無良友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離無依；

　　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召迎迓，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回  應  詩

天空飛鳥，不收不種，你天父尚且養活牠；

野地青草，田園百合露水般短暫，祂都悉心裝飾。

難道你不比鳥兒珍貴，愁慮哪可使你的歲月變多；

難道你一生，就是這樣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義，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主　席： 郭思慧執事(早)     招 待 及 張秀齊姊妹、葉彥麟姊妹(早)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可夠了。 袁龍江執事(午) 收 獻 金： 梁永音姊妹、張志偉弟兄(午)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義，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主禮及講員： 李就强宣教師(早午) 點算獻金： 彭苑春、彭苑華、張玉珍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短　詩： 黃志新弟兄(早午) 總務影音： 歐陽展榮弟兄(早)

上主日崇拜人數：早堂 22人　午堂 45人　第三堂 21人 (領聖餐 19人) 司　琴： 黃思明姊妹(早) 黎文漢執事、袁文偉弟兄(午)

　　　　　　　　兒童主日學 5人 冼文瀚弟兄(午) 插　花： 徐秀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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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意於聖靈降臨節(31/5)接受洗禮、堅信禮或轉會者，請向廖牧師報名。

下主日為禮賢主日，本年主題為「毋忘主恩」，除了為紀念先賢來華的日子

感恩，亦鼓勵信徒面對社會之動盪，不忘主救贖恩典，讓我們心存盼望，

如先賢之勇毅，堅守使命，以上帝為樂。

當那天夜晚來臨，我們遵照主耶穌吩咐聚集，祂拿起餅，擘開說：

「這是我身體，為你而捨。當如此行，為要記念我，記念我所賜的新生命，

我就必定與你們同在，當要記念我。」然後，祂舉起杯，杯中的酒，

是愛的表徵—「我不再與你同喝這杯，直到那日在神國相聚，

當如此行，為要記念我，記念我所賜的新生命，

我就必定與你們同在，當要記念我，當記念我。」

不要憂慮

多謝區嘉傑傳道蒞臨第三堂崇拜證道，願主賜福。

本主日下午3:30將以視像舉行三月份堂董會，請堂董出席，共商聖工。

下 主 日 (15/3) 早 午 堂 主 日 崇 拜 司 事

         當記念我

請為世界各地新冠肺炎之疫情代禱，求主止息疫症之散播及其引起的恐慌，

並醫治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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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恩 與 代 禱

請為香港中學文憑試27/3(五)開考祈禱，求主保守考生們的健康，加力給

每位學生。(本堂應屆考生：蔡昊，余悅之，陳敏儀，林子桓。)

因應新冠肺炎之疫情，堂會除崇拜及兒童主日學外，其他活動一律取消，

直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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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衛生，保重身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