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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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明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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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敏婷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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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婉君姊妹
10. 祝　　福： 鄧鳳彩姑娘       襄　禮： 李就强宣教師(早)；陳尚希長老、李就强宣教師、王醒材傳道(午)

兒童崇拜講員： 陳芷華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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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宣　　赦： 主　　禮
7. 認　　信： 會眾立誦

〈聖道宣講〉
主　席： 李聲彤執事(午)      招 待 及 張秀齊姊妹、葉彥麟姊妹(早) 8. 讀　　經： 主　　席

羅曉虹執事(午) 收 獻 金： 梁永音姊妹、張志偉弟兄(午) 9. 宣　　道： 廖  牧  師

主禮及講員： 王醒材傳道(早午) 點算獻金： 彭苑春、彭苑華、張玉珍 〈回應事奉〉
短　詩： 李就强宣教師(早午) 總務影音： 黃秋燕姊妹(早) 10. 回  應  詩： 廖  牧  師

司　琴： 黃思明姊妹(早) 黎文漢執事、袁文偉弟兄(午) 11. 主  禱  文： 主　　席

冼文瀚弟兄(午) 插　花： 趙琼珠姊妹 12. 奉　　獻： 全體會眾

兒童崇拜講員： 鄧鳳彩姑娘 13. 獻金祈禱： 主　　席
除投盤奉獻外，現可用以下兩種方式奉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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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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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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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祝　　福： 主　　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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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網址： http://ss.rhenis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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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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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芷華姑娘   讀　經：孫明德弟兄

   投　影：蔡昊弟兄

   司琴：陳恩逾姊妹  司結他：戴穎欣姊妹

第三堂崇拜(11/10)本主日司事人員 第三堂崇拜(18/10)下主日司事人員

   主席及領詩：陳芷華姑娘    主席及領詩：鍾康妮姊妹

   講　員：鄧鳳彩姑娘    講　員：陳進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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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到那天 k 恩典窄路 l 敬拜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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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祢真偉大 k 求你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l 認定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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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1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綠色) 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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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午 堂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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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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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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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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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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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國在人間　…………………………………………………………………

   投　影：沈志鵬弟兄

   和　唱：黎瑩瑩姊妹    司結他：黃若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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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邀赴王的筵席 (太 22：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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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琴：李伊睛姊妹

下 主 日 (18/10) 早 午 堂 主 日 崇 拜 司 事

………………………………………………………………………　詩 23：1-6　………………………………………………………………………

   招　待：陳芷華姑娘、楊益姊妹    招　待：沈志鵬弟兄、陳澤承弟兄

……………………………………　領餐者請留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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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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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祢真偉大 詩歌敬拜

1.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1.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3.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4.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澈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阿，祢真偉大。」

副：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k 求你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求祢以真理引導我方向，求祢以真理陶造我， 5.

使我能知道判斷何美善，每步道路也不走差。

求祢以真愛注入我心裡，求祢以真愛燃亮我， 6.

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每步道路也緊靠祢。 7.

副：讓我愛祢，愛慕祢真理，盼祢教我，得著永生愛，

　　全是祢捨身的愛，留下美善榜樣，我願全身心都歸祢。

　　願我謙卑，渴慕祢指引，盼祢教我得著祢心意，

　　全是祢永久的愛，留下信念希望，現我在心底讚美祢。

l 認定祢 8.

我要專心仰賴祢，不倚靠自己的聰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認定祢。

我要專心跟隨祢，不倚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祢必指引。 9.

將祢的話語繫在頸項上，刻在心版上，主啊，我站立敬畏祢，

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近祢心意，獻上一切，主啊，我尊榮祢。

回  應  詩 10.

11.

1.

本主日獻花及獻刊：陳增榮伉儷　

回復愛的真摯，心窩泛起讚頌，綻放笑臉滿愛歡唱。

用我生命回應，譜出新讚歌，十架凱歌起奏，證神恩美善；

投入愛相呼應，歡呼震響壯麗，萬有滿愛建世間天國。

願祢國度降臨，父祢旨意成就，盼世上各地都歸向祢。

(願祢國度降臨，願見天國在人間，這世上各地榮耀全屬祢。)

願見喜樂傳遍，生機得再展，罪惡驅走張眼看晴空廣闊；

凝望恩主笑臉，釋放憂傷困惑，盼這地世代重現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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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會議 ID: 871 4819 7789，密碼 : 274973)；現場人數上限為容納人數之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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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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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六 )。活動

可能因應疫情而改以ZOOM進行，消息將於11月公佈。

求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爭競世界播下美善，

祈望真光照耀，幻變歪曲世代，俗世洪流，清心見祢面。

求給我一顆憐恤的心，在苦痛世界播下盼望，

　　　　　　天國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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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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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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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期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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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於本主日恢復早、午及第三堂現場實體崇拜，亦會提供午堂(上午11:00)的

感 恩 與 代 禱
請為本港之疫情代禱，求主保守各人身體健康。

葉瑞梅姊妹於4/10(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定於本週四(15/10)晚上7:00在大圍

寶福紀念館4樓4B妙廣堂舉行，翌日早上10:00進行出殯禮，並奉移至和合石

火葬場舉行火化禮。求主安慰眷顧其家人。

區會於下主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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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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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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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於25/10(日)上午09:00至10:00以Zoom視像舉行網上祈禱會，歡迎兄姊

同來禱告。(會議ID: 859 8860 8230，密碼: 264664)

距離；如有不適請留家休息，並收看直播。

本主日下午2:00在27號二樓舉行十月份堂董會，請堂董出席，共商聖工。

姑娘索取提名表格，並於本主日堂董會前以書面提名交回黃錦明長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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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團契及小組可於本主日起開始恢復實體聚會，但必須遵守人數限制及防疫

措施(量體溫、消毒、不能提供飲食等等)。請兄姊們保重身體，注意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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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