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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浸信會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二日  主餐崇拜  

早堂：上午九時十五分  午堂：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本 年 度 主 題：【 作主僕人．收主莊稼 】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

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

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

的莊稼。』」(馬太福音九章 35-38 節) 

 

【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 

歡迎參加早禱會 

上午 8:30 

請準時出席崇拜．自備聖經．將電話或響鬧裝置轉靜音．

保持安靜．不隨便出入 

 

序  樂 請會眾安靜默禱，預備心靈敬拜神 

歡迎 及 祈禱 主  席 

詩歌敬拜 

及 

奉  獻 

領  詩 

「奉獻乃是我們對造物主愛的回應， 

凡明白此意義者，歡迎你作出奉獻的行動。」 

紅袋－崇拜獻金  綠袋－慈惠獻金 

信  息 
王百合傳道： 

豐盛人生(一)之「作聖潔的器皿」 

主餐及回應 「復興聖潔」 

家事關懷 主  席 

祝  福 陳鳳娟牧師 

【 崇 拜 的 意 義 】 

「我們如同神的家庭，彼此相愛，互相勸勉，一起來到父神面前，向祂獻上讚美

和感謝，並接受祂的聖言。我們將世界的需要帶到神面前，求祂赦免我們的罪、

醫治患病的人，並尋求聖靈的指引。透過神兒子耶穌基督，我們可以將自己獻上，

受祂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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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關懷 

(一) 歡迎彩坪浸信會王百合傳道蒞臨本會證道。 

(二) 9月 19日（下主日）主日崇拜： 

1. 崇拜時間：早堂-- 上午 9:15 

     午堂-- 上午 11:15 

2. 講員：吳國傑教授（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教會歷史)教授） 

3. 講題：豐盛人生（二）之「親近神」 

4. 名額及參加方法：每堂名額各 130人，參加者不需報名， 

         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不設留位。 

5. 直播及重溫︰早堂設有網上直播，歡迎瀏覽教會網頁

http://ssbc.org.hk，一同崇拜。 

6. 查詢：歡迎致電 26723302聯絡林嘉詠幹事。 

(三) 實體崇拜及聚會之防疫措施︰ 

1. 參加者務必佩戴口罩、量體温及消毒雙手，並遵守防疫措施。 

2. 點名：請帶備「教會證」，如沒有教會證者，須登記姓名及電話。 

3. 為減低因聚會而感染的風險，敬請以下人士透過網上直播參與崇拜： 

 身體不適者，例如：有喉嚨痛、頭痛、咳嗽、流鼻水或發燒症狀 

 因戴口罩感到不適人士； 

 崇拜前 14天，個人或同住者曾出入境 

4. 其他詳情請參閱網上的「實體崇拜之防疫措施」 

(四) 教會發展問卷：為探討教會中長期發展計劃，希望透過問卷了解弟

兄姊妹對教會現況和發展方向的看法及期望。現邀請大家填寫網上或

編印的問卷，截止日期為 9月 26日。另外，亦會安排 9月 13 至 19

日於小組或 9月 19日午堂崇拜後的分享會討論和發表意見，鼓勵弟

兄姊妹踴躍參與。 

如有查詢請聯絡鍾惠華弟兄或梁思敏姊妹。 

問卷連結：https://forms.gle/C1mtRsTdec78YVqF6 

**實體問卷放置於接待處，歡迎使用** 

http://ssbc.org.hk/
https://forms.gle/C1mtRsTdec78YVqF6


P.3 

(五) 周五晚祈禱會︰9月 17日(五) 晚上 8:30-9:30 以網上視像形式舉行。 

 報名方法：參加者可致電教會 26723302 或以 Whatsapp短訊至教

會手提91765611報名。參與連結於當天以電話Whatsapp短訊通知。 

 報名截止：9 月 17日(五)下午 5:00 

(六) 宣教事工–街佈：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同心傳揚主大愛。 

 出隊日期及時間：19/9、10/10 及 21/11，下午 2:15-4:15； 

        24/12 報佳音，晚上出隊。 

 19/9 街佈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fqzRwkPLZ9BKWcrBA 

 報名截止日期：9月 15日（三） 

(七) 培訓學校：第四季課程開始接受報名，請弟兄姊妹密切留意，查詢：

林美玲傳道或吳城錦弟兄。 

1. 課程–詩篇選讀（持續課程） 

 課堂內容：透過釋經理解及學習唱頌詩篇，提升學員對詩歌內容

的認識。 

 日期：10月 16, 23, 30日；11月 6日（逢周六，共 4堂）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2:30 

 地點：教會副堂（實體聚會） 

 對象：任何信徒 

 導師：林美玲傳道 

2. 課程–腓立比書（持續課程） 

 主題：靠主喜樂 

 日期：11月 4, 11, 25日；12 月 2日 

  (逢周四，共 4堂，11 月 18日暫停) 

 時間：晚上 8:30-9:45 

 對象：任何信徒 

 導師：吳杏群傳道 

 上課形式：Zoom 視像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TgtC8ynWfUEw5kTY9 

https://forms.gle/fqzRwkPLZ9BKWcrBA
https://forms.gle/TgtC8ynWfUEw5kT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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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多媒體事工部–浸訊徵稿：本期浸訊主題為「疫症中的教會生活」，

文章字數 300-500；截稿日期 19/9（下主日）。請以 WORD 檔提交稿

件。查詢，陳劍鴻弟兄或王德青傳道。 

(九) 「一杯涼水」社區服事：為回應社會需要，本會現提供短期食物（乾

糧及飯券）援助區內有需要人士，藉此傳揚福音，讓弟兄姊妹學習分

享與關心。 

1. 「食物銀行」及「愛心待用飯券」申請（第三期—7月至 12月）︰ 

 對象：居住於北區的低收入家庭/失業人士 

教會內有需要的會眾 

 申請人可同時申請領取食物及飯券 

2. 「涼水」事工包括︰ 

 向 50戶食物銀行申請人提供食物及 1,600 張愛心待用飯券 

 向北區街坊派發 500個熱飯盒 

 探訪隊的物資及兩次福音預工聚會 

奉獻呼籲： 

★本年度奉獻目標$120,000 已達到，共收奉獻$144,121(7 月止)★ 

「涼水」事工的總支出為$305,000，鼓勵弟兄姊妹以金錢奉獻繼續

支持「涼水」事工。 

3. 申請或查詢：林美玲傳道或吳城錦弟兄 

(十) 「愛心角」：如弟兄姊姊需要牧者代禱或新朋友想認識了解教會，歡

迎你用下列方法聯絡我們。 

1. 致電教會 26723302 

2. 以WHATSAPP 短訊至教會手提電話 91765611 

3. 按連結 http://ssbc.org.hk/contact_us.php /登入QR CODE 留言 

http://ssbc.org.hk/contact_u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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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時光飛逝，今年 9月，已在上水浸信會服侍了一年的時間。感謝主，在

疫情嚴峻、社會艱難的時候，藉上水浸信會的弟兄姊妹祝福我、與我同行，

讓我進入上水浸信會這個大家庭與大家一同敬拜、事奉主。 

記得中學時曾讀到，孔子站在河邊看著奔流的河水，感嘆地說：「逝者

如斯夫，不捨晝夜」，面對著奔流的河水，孔子感悟人生、時間、萬物的變

化。我想或許人的記憶更像奔流的河水，隨著時間而流逝。每天在我們的腦

中流過千種萬種、各式各樣不同的資訊；閃過的思緒，甚或發生在我們身上

的事情。有些事情或思緒使我們刻骨銘心，有些則如流水在腦海裡流逝、甚

或忘記。因此，我們會想方設法或用心去記著一些重要的事情或思緒，如拍

拖記念日、結婚記念日、情侶的生日等等這些重要的日子，因這些日子、事

物，對我們特別有意義，也因這些日子、事物與我們重視的人有關係。不知，

在你與神的關係中，會否也將與神相遇的事情：如，祂聽你禱告，應允你的

禱告；或在你生命中所賜予的恩典；或與你同行面對生命中的悲喜、生活中

的點滴，一一記錄下來。 

當約書亞帶著以色列人過約旦河後，就將從約旦河中取來的 12 塊石頭

立在吉甲，為的是要念記神在他們中間行了奇事：神使約旦河水斷絕，讓他

們走乾地過約旦河；也是要讓日後沒經歷這事的子孫知道、念記神的作為(書

4：19-24)。 

記念神的恩典，不致忘記，約書亞立石為記。在我們的生命裡，過去或

現在，或多多少少都曾經歷過神的恩典、神的救助、神的醫治等等事情。我

們會否也像約書亞一樣，以石為記，將這些經歷存記心中或記錄下來，成為

不忘記神與我們同行的記號、路標。這樣，當我們面對看不見、未明朗的前

路；或處在風雨飄搖的時勢時，這些不能被外在環境、任何勢力摧毀的記號，

都能成為我們前進的燈塔，並且相信信實的神，過去的帶領，今日仍然引導，

能讓我們在主裡站穩，面對迷茫的前路。 

願意弟兄姊妹，時常數算神恩典、時常記念神作為、感恩神向我們施展

奇妙的作為。並讓我們高唱：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主的作為都要記清楚，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必能叫你驚訝立時樂歡呼。 

王德青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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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豐盛人生(一) 之「作聖潔的器皿」 

經文：提摩太後書 2:20-22 

20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

為卑賤的。 

21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

和平。 

引言 

 

 

內文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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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十 二 日 崇 拜 詩 歌 

經文（詩 51:15; 54:6; 48:15-16 上） 
主啊，求祢使我嘴唇張開， 
我的口便傳揚讚美祢的話！ 
我要把甘心祭獻給祢。 
耶和華啊，我要稱讚祢的名； 
這名本為美好。 
神啊，我們在祢的殿中想念祢的慈愛。 
神啊，祢受的讚美正與祢的名相稱， 
直到地極！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高舉祢的名，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甚欣慰祢愛我，我深欣慰祢救贖我。 
副：祢從天上降世間，指引我路； 
  在世間被釘十架，我罪得贖； 
  從十架到墳塋，從墳塋升回天， 
  主我高舉祢的名。 

原曲：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作曲：Rick Founds 
譯詞：劉燕玲 
詩集：讚之歌 5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諸天宣揚 
諸天宣揚，復活之主的榮耀， 
誰能相比？我主聖潔美麗！ 
副：永遠到永遠，羔羊已掌權； 
  今我歡喜前來，向祢屈膝敬拜！ 

原曲：All Heaven Declares 
作曲：Hoel Richards、Tricia Richards 

譯詞：佚名 

詩集：傳耶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尋求祢 
祢是我神，信實牧人，我的心願尋求祢面。 
在我疲乏之處，乾涸之地，我心更渴想祢。 
副：在祢聖殿裡，如此瞻仰祢， 
  為要讚嘆祢恩典榮美。 
  因祢慈愛是我一生至寶， 
  我口獻頌讚歸祢。 
  在祢翅翼裡，尋找主蔭庇， 
  讓我緊緊快跑跟隨祢。 
  唯獨祢是我的拯救， 
  百般患難裡的倚靠， 
  從幻變中尋求祢恩手，牽引我走。 

作曲：劉頌賢 Alex 
作詞：劉頌賢 Alex 

「版權屬 Milk&Honey Worship 所有」 

主是安息港〔奉獻〕 
心渴慕恩主，現臨到我， 
就讓神恩典可充滿我， 
軟弱絕望是我主給我力跨過。 
心渴慕恩主，現懷抱我， 
眼淚神擔當不再負荷， 
感激主祢接納愛惜我。 
副：在主裏是安息海港，攔阻暴風急雨降， 
  讓我風雨裏能享心裏平安； 
  是主祢像漆黑星光，能照亮我心， 
  指引在午夜前航。 

作曲：吉中鳴 
作詞：朱浩廉 

專輯：MMO 敬拜讚美專輯 1–只有感謝 
 『曲詞屬 MMO Productions 所有，允准使用』 

復興聖潔〔講道回應〕 
主，願祢復興我，心中的聖潔， 
使我心完全潔淨，賜我重新有正直的靈。 
主，願祢復興我，心中的聖潔， 
將我分別為聖，作祢榮耀尊貴器皿。 
副：我的身體今已為祢預備，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我的生命只願為祢而活，榮耀祢名。 
  我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一生高舉基督的聖名。 

作曲：曾祥怡 Grace Tseng 

作詞：游智婷 Sandy Yu 
專輯：敬拜讚美(7)展開清晨的翅膀 
© 2002 Stream of Praise Music/ 

BMI. CCLI: 3636899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P.8 

【 事 奉 人 員 當 值 表 】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王百合傳道 

（彩坪浸信會） 

吳國傑教授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講題  
豐盛人生（一）： 

「作聖潔的器皿」 

豐盛人生（二）： 

「親近神」 

主席  （早）林美玲 （午）鍾惠華 （早）黃嘉晟 （午）王德青 

領詩  （早）蔡國威 （午）蔡國威 （早）鍾惠華 （午）陳文浩 

招待  

（早）潘蓮娣 袁有東 黃保強 

   張敏儀 朱秀珍 

（午）黃卓敏 伍朗軒 陳柏禮 

   伍景雄 李家瑜 

（早）潘蓮娣 王筱芳 黃保強 

   張敏儀 梁敬兒 

（午）林明慧 袁樂呈 陳柏禮 

   陳義輝 江錦欣 

獻金  
（早）馬惠萍 夏玉燕 許國榮 

（午）黃卓敏 李富鴻 李家瑜 

（早）葉慶聳 張麗華 馬慧如 

（午）許小娟 劉華珠 江錦欣 

佈道祝

福隊  

（早）梁基潤 吳杏群 劉錦成 陳金蓮 

（午）梁基潤 梁麗珠 張永森 徐綺芬 

（早）梁基潤 吳杏群 方美馨 陳金蓮 

（午）梁基潤 莊嘉文 譚正杞 羅慧雯 

音響  
（早）曾志文 朱懷樂 廖梓君 

（午）李嘉耀 王慈豐 易晞然 

（早）曾志文 楊振邦 吳城錦 

（午）李嘉耀 黃卓敏 王以琳 

插花  吳安培 吳安培 
 

【 惡 劣 天 氣 聚 會 安 排 】 
聚會前 3小時仍然懸掛黑色暴雨 /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聚會將會取消。 
聚會前 3小時改發紅色暴雨 / 三號或以下颱風訊號，聚會將照常舉行。 
 弟兄姊妹亦可留意教會網頁及組長的通知。 

【 上 周 聚 會 人 數 】 
崇拜(總數)203 小組︰175 

早 89 

午 108 

兒童

崇拜 
6 

兒童 
30 

青少 
21 

職青 
14 

成青 
/ 

成年︰98 以

諾 

12 
周三午 

7 

周三晚 

43 

周六晚 

22 

主日午 

26 
 
堂  址：新界上水廣場十六樓 1601-07 室 電話：2672 3302 傳真：2671 3073 

電郵地址：ssbc@ssbc.org.hk  網址：www.ssbc.org.hk   

主任牧師：陳鳳娟 傳道：吳杏群、林美玲、王德青 幹事：林嘉詠 

顧問牧師：朱活平 福音幹事：吳城錦 

 

奉獻方法：http://www23.igears.com.hk/ssbc/frontend/filedata/tbl_cms_doc/doc/57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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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b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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