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禮及主席： 王醒材傳道 司　琴： 黃思明姊妹

講　員： 陳芷華姑娘 兒童崇拜講員： 鄧鳳彩姑娘

短　詩： 鄭敏婷姊妹

1. 著　　往： 會眾肅立

2. 宣　　召： 主　　席

3. 唱　　詩： 眾　　坐

j 無言的讚頌

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又回歸於出處，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

諸天說述主的榮耀，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讚美全能上帝！

k 主耶穌，我愛祢

1. 主耶穌，我愛祢，深知我屬祢；世上罪中宴樂，為祢願捨棄；

   因祢是我救主，還清我罪債；若我曾愛耶穌，如今更親愛。

2. 主耶穌，我愛祢，因祢先愛我；被釘十字架上，為贖我罪過；

   祢戴荊棘冠冕，受凌辱陷害；若我曾愛耶穌，如今更親愛。

3. 在榮美的天宮，快樂無盡期；在光明的美地，永遠敬拜祢；

   戴上華麗冠冕，歌頌大主宰；若我曾愛耶穌，如今更親愛。

l 我要順服(國)

耶穌基督是至寶，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榮耀，一生都跟隨快跑。

我要順服，因為我愛祢；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

世界萬物，都丟棄看作糞土，為要得著耶穌基督。

我要順服，因為我愛祢；無論何處，到哪裡都忠心。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託付，獻給耶穌，我所有的全部。

4. 十　　誡： 主　　禮

5. 認罪祈禱： 主　　席

6. 宣　　赦：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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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宣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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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認　　信： 會眾立誦

8. 讀　　經： 主　　席

詩篇 第86篇 第11-17節

 11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

     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12 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一心稱謝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13 因為你的慈愛在我身上浩大，你救了我的性命免入陰間的深處。

14 上帝啊，驕傲的人起來攻擊我，又有一群強橫的人尋索我的命；

     他們沒有將你放在眼裏。

15 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惠的上帝，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實。

16 求你轉向我，憐憫我，將你的力量賜給僕人，拯救你使女的兒子。

17 求你向我顯出恩待我的憑據，使恨我的人看見就羞愧，

     因為你－耶和華幫助我，安慰了我。

9. 宣　　道： 陳  姑  娘

詩篇 第95篇 第1-11節

1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2 我們要以感謝來到他面前，用詩歌向他歡呼！

3 因耶和華是偉大的上帝，是超越萬神的大君王。

4 地的深處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屬他。

5 海洋屬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6 來啊，我們要俯伏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拜。

7 因為他是我們的上帝；我們是他草場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

   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

8 你們不可硬著心，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曠野瑪撒的日子。

9 那時，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

10 四十年之久，我厭煩那世代，說：「這是心裏迷糊的百姓，

     竟不知道我的道路！」

11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受苦，遭釘十字架崩，且見葬於墓；又降陰間；於第三日，自死中復生；後昇

【使徒信經】我信聖父上帝全能創造天地。又信上帝獨生之子，我主耶穌

天堂，坐在聖父上帝全能之右也，然彼將由天降地，以審判生死者。又信

………………………………………………………………………　來來來 (詩 95：1-11)　………………………………………………………………………

〈聖道宣講〉

……………………………………………　阿  們  頌　……………………………………………

………………………………………………………………………　詩 86：11-17　………………………………………………………………………

基督；感聖神之德力以懷孕，由童女馬利亞所生者；置於本丟彼拉多之治下

聖神；大公聖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宥；身體復生；後享永生，誠心所願。



10. 回  應  詩： 陳  姑  娘

11. 主  禱  文： 會眾立誦

12. 奉　　獻： 全體會眾

13. 獻金祈禱： 主　　席

14. 家事分享： 主　　禮

15. 代　　禱： 主　　禮

16. 唱　　詩： 立　　唱

17. 祝　　福： 主　　禮

18. 散　　會： 會眾靜退

1.

2.

祢是神，極偉大，萬民跪拜擁戴，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

7月份堂董會摘錄：通過有關成為2020-2021年「基督教北區院牧事工有限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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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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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聖哉～聖哉～聖哉～昨日現在永遠，榮耀是祢、屬祢，我愛慕頌讚主；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聖哉～聖哉～聖哉～同心屈膝俯拜，國度榮耀，權柄都歸與祢。

(無論那刻，求告聲音，洋溢馨香，芬芳瀰漫；)

…………………………………………………………………　無論那刻　…………………………………………………………………

〈回應事奉〉

會 務 報 告

公司」的基本堂會會員事宜。

(無論那刻，頌唱不息，無盡讚美，歡呼驚歎。)

(主  禱  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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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榮耀彰顯世間，四處敬拜主，如在高天，

敬拜裡倍感受造奇妙，這個我全為榮耀恩主，

祢是神，極信實，在同住裡看顧，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

因應疫情及限聚令，本堂所有團契及小組聚會取消，會議於網上舉行，直至

另行通知。現時崇拜安排：1)實體崇拜暫停，只提供午堂(上午11:00)及第三堂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祝福差遣〉

(榮  耀  頌)  但願榮耀歸與父子聖靈父子聖靈，起初這樣現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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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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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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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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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大哉，大哉，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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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下午2:00)的直播。崇拜直播連結為www.facebook.com/ss.rhenish。2)原定於



3.

4.

5.

6.

1.

2.

主禮及主席： 李就强宣教師 司　琴： 陳世琪姊妹

講　員： 傅蓮玉姑娘 兒童崇拜講員： 陳芷華姑娘

短　詩： 敬拜隊

上主日崇拜人數：早堂 30人  午堂 59人  第三堂 14人  兒童崇拜 29人

上主日早午堂領聖餐人數：84人 本主日獻花及獻刊：麥炳德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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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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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後請將入數紙Whatsapp司庫(電話：5926 7386)，並註明「奉獻人姓名」。

下 主 日 (26/7) 合 堂 主 日 崇 拜 司 事

下主日(26/7)合堂崇拜，請兄姊於上午11:00在家中收看直播，一同參與網上

下主日 (26/7)舉行的春季堂議會，將改以ZOOM視像會議進行，參加的本堂

成人會友請先向廖小茵牧師報名 (WhatsApp：9561 5590)，連結將於當天以

WhatsApp發出。3)如準備於網上同步領聖餐者(2/8，第三堂及9/8，午堂)，

請兄姊聯絡教牧同工領取。領取時間及地點：星期日上午10:00至下午4:00在

教會25號閣樓；及於21/7起星期二至六上午9:00至下午5:00在教會6號辦事處。

舉辦的賣旗籌款活動。而室內賣旗籌款工作則維持不變。現

請為下主日春季堂議會代禱，求主保守會議，讓兄姊同心關心教會。

感 恩 與 代 禱
請為兄姊身體健康代禱：司徒偉明、葉瑞梅(葉瑞明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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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

向陳芷華姑娘了解詳情。

鑑於近日香港疫情嚴峻及不穩定，為確保參與者的安全健康，

社會服務部經評估後決定取消原定5/8(三)在新界區公眾地方

有名譽旗供堂會內部售賣，分為二十元及一百元面額，可

此外，社會服務部亦增設了PayMe(掃描右邊QR Code)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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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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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黎文漢執事購買支持；另有少量勸捐信，兄姊自由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