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禮及主席： 廖小茵牧師 短　詩： 敬拜隊

講　員： 王醒材傳道 兒童崇拜講員： 鄧鳳彩姑娘

1. 著　　往： 會眾肅立

2. 宣　　召： 主　　席

3. 唱　　詩： 眾　　坐

j 靜候恩主

靜候恩主，萬念敞開，神獨祢照我心深處；

像陣清風，透我心窩，除掉往昔的損我。

主請祢進入我心裡面，解開我擾困，彰顯祢大能，

更新我裡面，賜我美善，藏在我的心不變。

k 愛祢到底(國)

來到主前卸下一切憂慮重擔，耶穌我來敬拜祢；

疲憊的心在祢裡面重新得力，耶穌我來敬拜祢。

全心相信祢的恩典和應許，水火之中，不離不棄；

全心相信萬事都互相效力，我願一生愛祢到底。

(我全心敬拜、全心感謝、全心讚美耶穌的名，

(我渴慕有祢與我親近，我一生要愛祢到底。)

l 奇妙十架

1) 每逢思想奇妙十架，榮耀之主在上懸掛，

    萬般尊貴頓看有損，從前所誇今覺鄙下。

2) 求主禁我別有所誇，但誇我主代贖十架，

    從前所慕虛榮假樂，今因主血甘盡丟下。

3) 試看其頭其足其手，慈愛憂愁和血並流，

    如此愛憂自古焉有？荊棘反成榮耀冕旒。

4) 宇宙萬物若歸我管，奉獻仍難償主恩眷，

    主愛如此超奇深厚，圖報必將身心全獻。

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Sheung 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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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琴音引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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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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主　　席

詩篇 第25篇 第1-9節

 1 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

2 我的上帝啊，我素來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敵向我

   誇勝。

3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惟有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愧。

4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指教我！

5 求你指教我，引導我進入你的真理，因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整日等候你。

6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你的憐憫和慈愛，因為這是亙古以來所常有的。

7 求你不要記得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過犯；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良善，

   按你的慈愛記念我。

8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因此，他必教導罪人走正路。

9 他要按公平引領謙卑人，將他的道指教他們。

9. 宣　　道： 王  傳  道

歷代志上 第4章 第9-10節

9雅比斯比他眾兄弟更尊貴，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生他

甚是痛苦。」10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

疆界，你的手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上帝就應允他

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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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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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凡人的禱告 (代上 4：9-10)　………………………………………………………………………

〈聖道宣講〉

………………………………………………………………………　詩 25：1-9　………………………………………………………………………

〈認罪宣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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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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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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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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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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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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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回  應  詩： 王  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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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上午11:00為合堂崇拜，請兄姊於在家中收看直播，一同參與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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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務 報 告

〈祝福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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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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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會議ID: 871 4819 7789，密碼: 274973)。2)如準備於網上同步領聖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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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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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直播(www.facebook.com/ss.rhenish/live)；以及第三堂(下午2:00)ZOOM

…………………………………………………………………　禱 告(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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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禱告，因為我渺小；禱告，因為我知道我需要明暸，祢心意對我重要。

禱告，已假裝不了；禱告，因為祢的愛我需要；祢關懷，我走過的祢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要對祢說，因祢比任何人都愛我；

〈回應事奉〉

痛苦從眼中流下，我知道祢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來對祢說，主耶穌今天我為祢活；

所需要的力量祢天天賜給我，祢恩典夠我用。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大哉，大哉，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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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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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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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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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另行通知。現時崇拜安排：1)實體崇拜暫停，只提供午堂/合堂(上午11:00)



3.

4.

5.

6.

7.

8.

1.

主禮及主席： 李就强宣教師 短　詩： 鄧榮信弟兄

講　員： 王慧賢宣教師 兒童崇拜講員： 陳芷華姑娘

司　琴： 陳美玲姊妹 本主日獻花：黃偉強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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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組代表留意群組發放的消息，準時進入會議。

在教會6號辦事處。

(1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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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星期二至六上午9:00至下午5:00

下 主 日 (4/10) 午 堂 主 日 崇 拜 司 事

感 恩 與 代 禱
請為教會發展方向及明年計劃之訂立代禱。

區會青年部青年節 2020「禮賢青召—主～任務」於 21/11(六 )下午 3:00

工作坊及活動，解鎖我們的興趣和技能，回應主使命。對象：高中至大專

兄姊，名額100人 (先到先得 )，每位$20，截止報名日期：11/11(三 )。活動

可能因應疫情而改以ZOOM進行，消息將於11月公佈。

區會於18/10(日 )下午3:30在禮賢會九龍堂舉行聖職按立典禮，按立紅磡堂

梁群英宣教師為牧師，禮中堂胡珍傳道為宣教師。因應疫情，不設現場

入座，只作網上直播。歡迎各堂兄姊在網上一同參與見證，同頌主恩。

在禮賢會紅磡堂 (紅磡馬頭圍道37號紅磡商業中心B座801室 )，期望透過

姑娘索取提名表格，並於11/10(日)堂董會前以書面提名交回黃錦明長老或

冬季堂議會將選舉2021-2022年度男女堂董，現已接受提名，兄姊可向鄧曦

廖小茵牧師，以便堂董會審定有關候選人名單 (包括十位現任男女執事及

長老，並三男兩女新提名候選人，屆時如人數未足，則由堂董會依章即席

提名補足)，然後提交冬季堂議會選舉。

凡有意於聖誕節 (25/12)接受洗禮、堅信禮或轉會者，請向廖牧師報名。

ZOOM視像舉行，其目的主要關顧各團組在疫情下的需要及挑戰，並藉此

機會商討及收集對教會未來發展方向意見，彼此代禱，共建神家。請已報名

下主日第三堂時間 (下午2:00)原為登燈行動，因疫情取消，現改為青少年

祈禱會，以ZOOM進行(ID及密碼容後公佈)，歡迎青少年參加。

成長區“團契 /小組導師及職員高風交流會” 於本主日下午3:00-4:00，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