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及領詩：羅曉虹執事   司琴：黃若藍姊妹  司結他：戴穎欣姊妹  

  講　員：李就强宣教師   司鼓：李聲彤執事  和唱：蘇諾欣姊妹

  讀　經：陳芷華姑娘   招　待：陳芷華姑娘、楊益姊妹

  投　影：沈志鵬弟兄   收及點獻金：鄧鳳彩姑娘、孫明德弟兄 主　席： 李雪梅執事(早)      招 待 及 張秀齊姊妹、葉彥麟姊妹(早)

1. 宣　　召： 主　　席 袁龍江執事(午) 收 獻 金： 梁永音姊妹、傅周敏姊妹(午)

2. 詩歌敬拜：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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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讀　　經： 陳芷華姑娘 短　詩： 黃志新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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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宣教師 湯嘉鈿姊妹(午) 插　花： 陳思明姊妹

6. 回  應  詩： 李宣教師 兒童崇拜講員： 鄧鳳彩姑娘

7. 奉　　獻： 會        眾

8. 家事分享： 主　　席 1. 著　　往： 會眾肅立

9. 主  禱  文： 主　　席 2. 宣　　召： 主　　席

10. 祝　　福： 李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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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獻詩(午堂)： 本堂詩班

9. 讀　　經： 主　　席

10. 宣　　道： 陳  姑  娘

除投盤奉獻外，現可用以下兩種方式奉獻： 〈回應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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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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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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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散　　會： 會眾靜退

……………………………………………………………　我現時自己肯食飯 (來 5：11-6：6)　……………………………………………………………

……………………………………………………………　認 定 祢　……………………………………………………………

講道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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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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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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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Sheung Shui

〈認罪宣赦〉

〈預備心靈〉

j 頌讚全能上帝 k 每一天 l 叫我抬起頭的神

2020年11月15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綠色) 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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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午 堂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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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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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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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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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 His Time (在主裏的時刻)　………………………………………………………

………………………………………………………………………　詩 90：1-8、12　………………………………………………………………………

第三堂崇拜程序 (15/11) 本主日司事人員

……………………………………………………………………………………………

……………………………………………………………………………………………
j 我的渴想 k 詩篇十三篇：救恩的樂歌 l 認信之後

…………………………………………………………　詩 90：1-8、12　…………………………………………………………

十誡/使徒信經：………………………………………………………………………………………………………………………………………………………………………………………………………

……………………………………………………………………………………………

……………………………………………………………………………………………

…………………………………………………………　領一千銀子僕人的比喻 (太 25：14-30)　…………………………………………………………

……………………………………………………………　無愧的用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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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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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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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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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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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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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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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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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頌讚全能上帝 詩歌敬拜

清風輕吹天空掛著耀眼太陽，山嶺滄海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1.

遍地鳥語花香，蝶起舞舞影雙雙。看著細想，從內裡欣賞。 2.

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是你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你作為，不可猜測估計，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3.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萬有諸天說述你的恩惠。 4.

地與深海同拍和，山嶺吶喊呼應，神大愛共永，地與天同共證。

k 每一天

1. 深知道過去每一刻光陰，遭試煉，力量我主願賜；

    不需要再困惱每天擔心，倚靠父預備，細心極致。

    上帝心仁慈無邊不可測，神定有最美好的計劃， 5.

    一生裡，縱滿有喜憂相偕，主愛護，日夜賜安泰。

2. 深知道，晝晚我主施恩惠，祂每日極願意親步近； 6.

    祂甘背我重擔賜給安慰，祂滿是力量，每天導引。 關顧組組長、組員及關心教會關顧事工的兄姊參加。

    父疼惜孩兒能傾出一切，神定意這應許必兌現 7.

    祂應允賜我能力終此世，今我願盡力以心獻。

l 叫我抬起頭的神(國)

耶和華是我的主，必不致動搖。有耶和華的幫助，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華做我旌旗，必全然得勝。

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我們必歡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幫助。 8.

詩班獻詩

9.

1.

2.

主禮及主席： 王醒材傳道 　　 閣樓同工： 李就强宣教師

講　員： 林雪文博士 招待及收獻

金：

李靜雯姊妹、黎述強弟兄 

回  應  詩 　　　　短　詩： 敬拜隊 　　 點算獻金： 梁綺雲姊妹、黎述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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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琴： 陳世琪姊妹 　　 總務影音： 謝偉棠、葉向榮、戴穎欣

我要專心跟隨祢，不倚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祢必指引。 兒童崇拜講員： 陳芷華姑娘 　　　　插　花： 趙琼珠姊妹

將祢的話語繫在頸項上，刻在心版上，主啊，我站立敬畏祢， 上主日崇拜人數：早堂 30人  午堂 84人  第三堂 23人  兒童崇拜 43人

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近祢心意，獻上一切，主啊，我尊榮祢。 上主日早、午堂領聖餐人數：共115人 本主日獻花：羅曉晴姊妹　

全德的。」西三 14 下。

11月堂董會摘錄：1)通過2021年預算案提交冬季堂議會討論事宜；2)通過

2021年教會主題為「以愛相連」，主題經文：「還要穿上愛心，因為愛是貫通

本堂現已恢復早、午及第三堂現場實體崇拜，亦會提供午堂(上午11: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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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事奉意向問卷調查已經派發，請未填兄姊掃描右邊QR

社交距離；如有不適請留家休息，並收看直播。

CODE 填寫事奉意向問卷。

下 主 日 (22/11) 合 堂 主 日 崇 拜 司 事

　　　　認 定 祢(國)

(求主每天提醒我，求主每天教導我，一切事物都有神的時刻。)

In your time，in your time，you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your time.

(在主裏的時刻，在神時刻祂使萬物美好。)

Lord，my life to you I bring，may each song I have to sing，be to you

a lovely thing，in your time.

(主願我所獻生命，主願我所唱詩歌，都能蒙我親愛主所喜悅。)

Lord，please show me every day，as you are teaching me your way，

that you do just what you say，in your time.

請為本堂關顧事工代禱，叫我們學習彼此相愛並互相關懷，活出愛。

請為下主日舉行冬季堂議會祈禱，求主保守教會，讓各樣事工得以順利進行。

感 恩 與 代 禱

已認獻之鮮花/週刊認獻者，請於13/12(日)或之前交與司庫(黎文漢執事)或

放於奉獻封內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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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His Time (在主裏的時刻)

In His time，in His time，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在主裏的時刻，在神時刻祂使萬物美好。)

出席。議程：(i)2021-2022堂董(堂董候選人名單：現任堂董—黃錦明長老、

黃永敏長老、林智和、黎文漢、李雪梅、羅曉虹、袁龍江、郭思慧、李聲彤、

郭錦華；新候選人—張淑賢、余偉民)、平信徒代表及核數員

選舉；(ii) 2021財政預算。

本堂關顧組於本主日午堂崇拜後中午12:30在27號二樓舉行「關顧分享會」，

十一月份祈禱會於下主日上午09:00至10:00在一樓舉行，歡迎兄姊同來禱告。

另Zoom將同步舉行祈禱會。(會議ID: 859 8860 8230，密碼: 264664)

2021年主日崇拜鮮花和週刊認獻表已將貼於玻璃門上，每格鮮花和週刊

各八十元正，歡迎兄姊踴躍簽名認獻。另凡2020年度的所有支出申報及

下主日上午11:00為合堂崇拜，敬請兄姊留意。

本堂冬季堂議會於下主日合堂崇拜後(12:30)隨即舉行，請已洗禮的本堂會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