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及領詩：陳芷華姑娘     司琴：陳恩逾姊妹  司結他：戴穎欣姊妹

講　員：王醒材傳道     司鼓：李聲彤執事  和唱：蘇諾欣姊妹

讀　經：李蓉妹姊妹     招　待：陳澤承弟兄、楊益姊妹

投　影：蔡昊弟兄     收及點獻金：鄧鳳彩姑娘、陳澤承弟兄 主　席： 王醒材傳道(早)     招 待 及 張秀齊姊妹、葉彥麟姊妹(早)

1. 宣　　召： 主　　席 陳尚希長老(午) 收 獻 金： 梁永音姊妹、張志偉弟兄(午)

2. 詩歌敬拜：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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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讀　　經： 李蓉妹姊妹 短　詩： 鄧榮信弟兄(早午) 總務影音： 黃秋燕姊妹(早)

4. 主　　席 司　琴： 黃思明姊妹(早) 黎文漢執事、袁文偉弟兄(午)

5. 宣　　道： 王醒材傳道 冼文瀚弟兄(午) 插　花： 羅曉虹執事

6. 回  應  詩： 王醒材傳道

7. 奉　　獻： 會        眾 1. 著　　往： 會眾肅立

8. 家事分享： 主　　席 2. 宣　　召： 主　　席

9. 主  禱  文： 主　　席 3. 唱　　詩： 眾　　坐

10. 祝　　福： 王醒材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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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獻花：約拿單小組　本主日獻刊：陳新池伉儷 9. 讀　　經： 主　　席

上主日崇拜人數：早堂29人  午堂70人  第三堂15人  兒童崇拜取消 10. 宣　　道： 李宣教師

上主日早、午堂領聖餐人數：共99人

除投盤奉獻外，現可用以下兩種方式奉獻：

1) 存入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上水堂」； 11. 回  應  詩： 李宣教師

2) 現金轉帳—匯豐銀行戶口(036-6-089050)；南洋商業銀行戶口(043-495-1-032022-3)。 12. 主  禱  文： 會眾立誦

存款後請將入數紙Whatsapp司庫(電話：5926 7386)，並註明「奉獻人姓名」。 13. 奉　　獻： 全體會眾

14. 獻金祈禱： 主　　席

15. 家事分享： 主　　禮

16. 代　　禱：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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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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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全能父上帝 詩歌敬拜

全能父上帝，晝夜掌管天地萬邦；全能父上帝，晝夜掌管天地一切。 1.

萬國也讚美主，光輝普照在世間；我要敬拜祂，屈膝稱讚上帝恩。 2.

要讓全地歡騰榮耀主，國度全屬祢。 3.

k 獻給我天上的主 4.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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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國)

哦主，求你保守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

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作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 6.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

詩班獻詩

1) 天父祢滿有憐憫，滿有慈愛饒恕的恩典， 7.

醫治釋放我的心，慈愛雙手緊緊擁抱我，

2) 天父祢滿有慈愛，靠近一切尋求祢的兒女， 1.

我的心何等渴慕祢，回轉像小孩子親近祢， 2.

副：阿爸天父，阿爸天父，從我心深處 1)呼求祢名字/2)呼叫祢阿爸， 3.

　　打開心門，領受祢大愛，祢是最愛我的阿爸父。 回  應  詩

　　阿爸天父，阿爸天父，從我心深處 1)呼求祢名字/2)呼叫祢阿爸， 1) 慈愛天父，憐憫之父，在你恩座前我衷心傾訴。

　　高舉雙手，領受祢應許，阿爸天父我真愛祢。(阿爸天父，阿爸天父。) 求你施恩潔淨我罪，使我得接近你恩光。

求你洗淨我心中思念，俗世多險惡，我不堪抵抗；

主禮及主席： 李就强宣教師 　　 閣樓同工： 王醒材傳道 求你恩光普照引導，使我得遠離罪惡。

講　員： 梁家燕牧師 招待及收獻金： 李靜雯姊妹、黎述強弟兄 2) 蒙你恩待，我感恩不斷，願我一息尚存，也將身心相獻；

　　　　短　詩： 敬拜隊 　　 點算獻金： 梁綺雲姊妹、黎述強弟兄 求你施恩潔淨接納，我願一世隨著你。

　　　　司　琴： 陳世琪姊妹 　　 總務影音： 謝偉棠、葉向榮、戴穎欣 副：神啊！我衷心交託，全心將救主仰望。

　　　　插　花： 趙琼珠姊妹 　　尋著你恩光心得盼望，恩主請你垂念我。(恩主請你垂念我。)

區會社會服務部於5/8(三 )在新界區舉行賣旗日，現正招募戶外賣旗義工，

請兄姊積極參與，為福利部籌募經費。現有名譽旗供堂會內部售賣，分為

二十元及一百元面額，可向黎文漢執事購買支持；另有少量勸捐信，兄姊

可於招待處自由索取。詳情請參閱玻璃門上海報。

下 主 日 (28/6) 合 堂 主 日 崇 拜 司 事

感 恩 與 代 禱

 阿爸天父(國)

請為兒童崇拜之發展代禱，求主讓小朋友從少經歷上帝之真實，學習服侍主。

           心 曲

父親節快樂！求主賜福給每位父親，身心靈健康！

廖小茵牧師本主日往紅磡堂證道，願主賜福。

請為葉瑞梅姊妹之健康代禱。

教會之心使用設施，並注意防疫意識及保持社交距離。6)各團及小組可以自行

決定恢復聚會日期，但請留意教會消息及政府措施。

本堂已恢復早、午及第三堂現場實體崇拜，亦會提供午堂崇拜的Facebook直播

(www.facebook.com/ss.rhenish/)。兄姊進入禮堂時須配帶口罩、量度體溫及

用消毒液搓手，如需要口罩可向同工索取。請兄姊們注意健康、保持良好個人

衛生及留意社交距離；如有不適請留家休息，並收看午堂直播。

本堂通告：1)教會內恆常聚會也屬宗教聚會，現開放單位給團契及小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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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液搓手。4)教會內的聚會不得提供飲食(禮儀聖餐除外)。5)請兄姊以愛護

6月堂董會摘錄：通過有關追認本堂申請「政府保就業計劃」事宜。

使用後必須進行消毒，用教會提供的消毒噴霧噴灑用過的枱及櫈，並還原地方

場地需安排人手負責量體溫及記錄參加者名單，進入場地者必須戴口罩，用

佈置及清理垃圾。2)聚會人數上限為場地之一半，各樓層聚會不得超過以下

人數：禮堂47人,閣樓20人,一樓20人, 25號二樓30人及27號二樓30人。3)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