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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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芷華姑娘

4. 主　　席 主　席： 黃錦明長老(早)      招 待 及 蕭潤卿姊妹、謝幗冰姊妹(早)

5. 宣　　道： 鄧鳳彩姑娘 黃永敏長老(午) 收 獻 金： 鄺惠好姊妹、麥桂明弟兄(午)

6. 回  應  詩： 鄧鳳彩姑娘 主禮及講員： 廖小茵牧師(早午) 點算獻金： 袁龍江執事、張志偉弟兄
7. 奉　　獻： 會        眾 短　詩： 徐秀珊姊妹(早午) 總務影音： 孫家剛弟兄(早)

8. 家事分享： 主　　席 司　琴： 郭頌恩姊妹(早) 麥炳德弟兄、李均龍弟兄(午)

9. 主  禱  文： 主　　席 謝家珍姊妹(午) 插　花： 葉瑞芬姊妹
10. 祝　　福： 鄧鳳彩姑娘       襄　禮： 王醒材傳道(早)；陳尚希長老、王醒材傳道、陳桂梅姑娘(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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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鵬弟兄、蘇諾欣姊妹    招　待：沈志鵬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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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奉　　獻： 全體會眾
14. 獻金祈禱： 主　　席

除投盤奉獻外，現可用以下兩種方式奉獻： 本主日獻花：葉瑞冰姊妹　 15. 家事分享： 主　　禮
1) 存入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上水堂」； 16. 代　　禱： 主　　禮
2) 現金轉帳—匯豐銀行戶口(036-6-089050)；南洋商業銀行戶口(043-495-1-032022-3)。 17. 唱　　詩： 立　　唱
存款後請將入數紙Whatsapp司庫(電話：5926 7386)，並註明「奉獻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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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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午 堂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　琴音引進　………………………………………………………

………………………………………………………………………………………………………………………………………………………

………………………………………………………………………………………………………………………………………………………

………………………………………………………　聖品人先退　………………………………………………………

………………………………………………………………………………………………………………………………………………………

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Sheung Shui

………………………………………………………………………………………………………………………………………………………

……………………………………………………………　榮 耀 頌　……………………………………………………………

〈認罪宣赦〉

〈預備心靈〉

………………………………………………………………………………………………………………………………………………………

j (11)樂哉樂哉我們崇拜 k 安靜 l 讓我感恩

……………………………………………………………　三  一  頌　……………………………………………………………

………………………………………………………………………………………………………………………………………………………

2020年7月12日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綠色) 第28期

………………………………………………………………………　詩 65：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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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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上水新成路廿五號 辦 事 處：新界上水新成路六號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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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孫明德弟兄   讀　經：陳芷華姑娘

   投　影：蔡昊弟兄

   司琴：李伊睛姊妹  司結他：黃若天姊妹

第三堂崇拜(12/7)本主日司事人員 第三堂崇拜(19/7)下主日司事人員

   主席及領詩：孫明德弟兄    主席及領詩：鍾康妮姊妹



j 頌主詩歌(11) 樂哉樂哉我們崇拜 詩歌敬拜

1. 樂哉，樂哉，我們崇拜，榮耀慈愛大主宰；奉獻身心在主面前，如同花朵向日開； 1.

   愁霧，疑雲，罪惡，憂驚，懇求救主解災害，萬福之源，永樂之主，賜我光明滿心內。 2.

2. 圍繞寶座，萬物同歡，天地將神光彰顯；天使，星宿，繞主歌唱，不住崇拜永頌揚； 3.

   田野，森林，低谷，高山，青翠草原及海洋，清歌小鳥，輕注流泉，喚人崇拜同歡暢。 4.

3. 主喜施恩，祂喜赦罪，永遠祝福施慈仁；祂是生命喜樂之源，賜人安息享救恩； 5.

   神是父親，基督是兄，愛中生活皆主民，求教我們相愛相親，同享屬靈大歡欣。

4. 晨星引起偉大歌聲，奉勸萬民都響應；天父慈愛統治我們，兄弟友愛傾真情；

   一同前進，歌唱不停，奮鬥之中見忠誠，凱歌高唱，歡聲震天，真神子民接光明。

k 安靜(國) 6.

1. 藏我在翅膀蔭下，遮蓋我，在祢大能手中。

2. 我靈安息在基督裡，祢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副：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靜知祢為神。

l 讓我感恩 7.

讓我感恩，日夕是你施恩眷顧，你對我的深恩厚愛，教我心穩固。

讓我感恩，遇患難你親手扶持，賜我信心引領前程，我更渴想你。

祈求能一生與你接近，讓我忠心順服父神，我渴想主愛，今我事奉永跟隨。

祈求能一生與你接近，榮耀永歸於主聖名，讓我將身心交托在父你手裡。 8.

詩班獻詩

1. 細語我心賜福救主，在那神聖隱密處，主啊！助我尋得安慰，助我享受甜美團契。

    細語我心賜福救主，我願意奉獻一切。全心全意聽從祢，啊！主，我接受祢呼召。

2. 細語我心賜福救主，求使絕望烏雲遠離，賜我明亮天堂恩光，顯明祢珍奇榮美。 9.

    細語我心賜福救主，我願意奉獻一切。主啊！主啊！我願接受祢呼召。

1.

主　席： 李聲彤執事(午)        招 待 及 張秀齊姊妹、葉彥麟姊妹(早)

羅曉虹執事(午) 收 獻 金： 梁永音姊妹、張志偉弟兄(午) 回  應  詩

主禮及講員： 陳芷華姑娘(早午) 點算獻金： 彭苑春、彭苑華、張玉珍

短　詩： 鄭敏婷姊妹(早午) 總務影音： 黃秋燕姊妹(早)

司　琴： 黃思明姊妹(早) 黎文漢執事、袁文偉弟兄(午)

陳美玲姊妹(午) 插　花： 朱婉君姊妹

上主日崇拜人數：早堂 36人  午堂 81人  第三堂 29人(領聖餐 22人)  兒童崇拜 45人

將我所有放於祢手，深知祢已為我代求，

耶穌祢是我神，我以一生信服，願祢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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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我願做之事，非我願去之處，求主以祢恩典決定我每一步！

走著信靠之路，這是我的禱告，求主用祢慈愛領我展翅高飛！

不要依我的意思，只相信祢的旨意，我一生必得勝，因祢與我同在！

         信靠禱告

本主日下午2:00 在27號二樓舉行七月份堂董會，請堂董出席，共商聖工。

下 主 日 (19/7) 早 午 堂 主 日 崇 拜 司 事

賜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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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近日新冠肺炎在社區感染個案增多代禱，求主憐憫，保守各人健康，

細語我心(國)

春季堂議會於26/7合堂崇拜後隨即舉行，請已洗禮的本堂成人會友出席。

本堂已恢復現場實體崇拜，並於教會專頁提供上午 11:00崇拜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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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收看直播。

本堂招募兄姊參與同心圓「耶穌罩您」教會社區同行口罩計劃，以上水及

粉嶺為實踐地區，與不同教會兄姊合作，於7-12月每月1次派發防疫包予街坊

(對象：清潔工友、拾荒長者等等)。透過服侍社區讓對方感受到耶穌基督的

關愛，同心圓同工將分享探訪技巧，注意事項及聖經教導。有興趣的兄姊可

向陳芷華姑娘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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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兄姊可向陳芷華姑娘或羅曉虹執事報名，詳情請參閱休息室內海報。

李就强宣教師於6-15/7放病假，願主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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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會青年部「Listen．靈」初職退修營於19-21/9在突破青年村舉行，目標為

幫助兄姊整理過去社會動盪帶來心靈的衝擊，透過聆聽主的話語，了解

自己真正感受和想望，尋求主的旨意及啟發新的人生目標；費用每位$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