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水浸信會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早堂：上午九時十五分

父親節主日崇拜

午堂：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本 年 度 主 題：【 作主門徒．切實相愛 】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十
三章 34-35 節)

【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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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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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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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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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6 日(下主日)主日崇拜：
 崇拜時間：早堂-- 上午 9:15
午堂-- 上午 11:15
 名額︰早午兩堂各 130 人，不用報名，額滿即止。
 請於崇拜前 15 分鐘到達
 需備有︰「裝有安心出行的手提電話」
、有效的「疫苗通行證」及「教
會證」(如沒有教會證者，須登記姓名及電話)
 網上直播崇拜：早堂崇拜設有網上直播，之後可收看重播。弟兄姊妹
可以透過教會網頁 http://www.ssbc.org.hk 或掃瞄 QR Code 登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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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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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強制檢測中/未有檢測結果人士
3. 其他詳情請參閱網上的「實體崇拜之防疫措施」
https://ssbc.org.hk/filedata/tbl_cms_doc/doc/567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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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水浸信會暑期佈道崇拜：將於 8 月 7 日(主日)上午 11:00 假烏溪沙
青年新村大禮堂舉行，隨後弟兄姊妹可留步於村內共進午膳，教會安
排旅遊車接送來往，亦可自行前往，歡迎弟兄姊妹積極邀約親友赴會。
 主題：人生可以重新開始嗎？
 講員：朱活平牧師
 內容：詩歌讚美、見證分享及信息
 午膳費：$50(全新朋友、65 歲或以上長者及 3 歲或以下兒童不佔座者全免)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9:45，上水育賢學校
 回程時間及地點：下午 2:30，上水育賢學校
 報名時段：19/6-24/7
 報名方式：崇拜後到接待處或向小組組長報名
 查詢：吳杏群傳道或吳城錦弟兄
(四) 例會︰將於 6 月 26 日(下主日)下午 2:30 假教會禮堂以實體形式舉行，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共商聖工。參加/領取會議文件者請按下列
連結/QR CODE 登記。
 是次會議文件將附上本會公司章程細則(AA)的修訂建議及意見收
集，計劃於 8 月例會提案，意見收集於 7 月 10 日截止。
 會議文件︰於 6 月 14 日(二)起以電郵發出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vTVZXzYJ5D6pCp888
 截止日期：6 月 24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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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22 兒童假期聖經班：
 主題：品格農莊
 目的：我們都是一塊土地，神是我們的生命農夫，在我們的生命裡
耕種，幫助我們結出生命的果子，跟從神的，就可以結出好果子來。
 日期：8 月 23-27 日(周二至六，共 5 天)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上水浸信會
 對象：幼稚園至小六學生
 內容：唱詩歌、聖經學習、做手工、茶點、遊戲、宣教故事
 收費：$100(已包括茶點及手工材料)
 報名及查詢：吳杏群傳道
(六) 2022 兒童暑期營會–「堅定的信心」：
 日期：8 月 14-15 日(周日至一，共 2 天)
 營地：元朗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對象：小三至小六學生
 收費：$280(包營費、膳食、交通、營衣)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qbnhBz4Xn4vMP1SF8
 查詢：吳杏群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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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022 年浸禮︰將於 2022 年 11 月 27 日(主日)下午 3:30 假粉嶺浸信會
舉行。凡符合以下資格者可報名申請，申請者可致電教會 26723302 或
傳送 WHATSAPP 短訊到教會手提電話 91765611，截止日期為 8 月 14
日。查詢︰林嘉詠幹事。
 已決志相信主耶穌；
 必須經常參與本會主日崇拜和小組聚會；
 必須獲牧者推薦；
 願意天天靈修(讀經和禱告)、願意參與事奉及立志每月什一奉獻給
教會。
 必須讀畢本會提供之以下之課程︰福音性研經班、信仰研習班、浸
禮班。
(八) 培訓學校：2022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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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日期及時間

地點/
形式

7 月 5, 12, 19, 26;
信仰研習班

8 月 2, 9 日

(基礎課程)

(逢周二，共 6 堂)

對象

導師

慕道者、
Zoom
視象

晚上 8:00-9:15

初信者及

吳杏群

準備受浸

傳道

人士

8 月 23, 30;
浸禮班

9 月 6, 13 日

(進階課程)

(逢周二，共 4 堂)

副堂

準備受浸

陳鳳娟

人士

牧師

晚上 8:00-9:15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VNn8TSLVTLntRKJD7
P.5

(九) 宣教事工–街佈：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同心傳揚主大愛。請參與
本主日街佈的弟兄姊妹按時於禮堂集合。
 出隊日期及時間：19/6(本主日)，下午 2:30-4:30
 查詢：吳杏群傳道或吳城錦弟兄
(十) 宣教事工-興趣班：鼓勵弟兄姊妹與未信親友結伴參加，查詢：吳杏群
傳道或吳城錦弟兄。
 名稱：小型魔術工作坊
 目的：藉學習小型魔術，增添生活的樂趣。
 日期：7 月 2, 9, 16, 23 日(逢周六，共 4 堂)
 時間：下午 2:30-3:30
 導師：朱活平牧師
 對象：中學生及成年人士
 費用：$40(材料費)
 名額：10 人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yy4JEPADDfaHt3Xq9
(十一)

宣教事工–「2022 年度：一杯涼水」

 奉獻呼籲：鼓勵弟兄姊妹奉獻金錢來支持「涼水」事工，事工包括：
食物銀行及愛心待用飯券、探訪隊、派熱飯及義補，目標為$360,000。
 關懷探訪訓練課程(第二階段)
 日期：7 月 9, 16, 23, 30 日(逢周六，共 4 堂)
 時間：早上 10:30-下午 12:30
 地點：教會副堂
 對象：於涼水或有心志於社區服事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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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如何為服事對象禱告和分享見證、建立全人關顧及外出實踐
 費用：$50/每位
 導師：區嘉傑傳道(同心圓助理關懷事工主任)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DGEU77og1hjP8G247
(十二)

聖樂部–樂理班：歡迎任何弟兄姊妹參加，特別鼓勵有志參與教會

音樂事奉的弟兄姊妹一同學習基本樂理知識。
查詢：梁宇茵姊妹或吳城錦弟兄。
 日期：7 月 3, 10, 17, 31 日(逢主日，共 4 堂，7 月 24 日暫停)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上水浸信會
 導師：陳文浩弟兄、邱梓禧弟兄、黃華生弟兄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FeTEexLdfk8TWTXE6
(十三) 財務部︰「不具名奉獻」通知
 3-5 月份無名奉獻如下，請奉獻者致電教會 26723302 聯絡林嘉詠幹
事。若 7 月 3 日或之前未有回覆，相關奉獻將撥入「崇拜獻金」。
1.

無名 1︰3 月 4 日存入教會戶口$1100

2.

無名 2︰3 月 13 日存入教會戶口$1000

3.

無名 3︰4 月 26 日存入教會戶口$300

4.

無名 4︰5 月 28 日存入教會戶口$500

(十四) 崇拜代禱服事 ---以禱告與你同行
 在早堂及午堂後，約 10 分鐘
 為有需要代禱的弟兄姊妹或來賓禱告
 歡迎你崇拜後，主動聯絡王德青傳道或代禱隊隊員，為你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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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今日是父親節，祝各位爸爸父親節快樂！
常有人說，母性是女士的本能，所以女性天生就懂得做媽媽！那爸爸呢？可能
我們真的不是天生曉得育兒，但我相信，只要通過學習，一定可以成為好爸爸。
近日在網上看過一輯教育短片，主持人形容爸爸的角色好比一道橋，與外在世
界連結，孩子通過他離開媽媽安全又温暖的窩，去接觸外在世界不同的事物。
有學者研究發現，特別是 0-12 歲兒童的認知發展，會隨著父親高度參與，有高
度的發展。當孩子在父親的帶領下進入新的認知世界，有經歷及成長，又能回
饋父親，於是父親便愈再投入，這不單是富有家庭的爸爸才可做到，就是普通
家庭也可以，只要父親願意向前踏出這步。
爸爸如何成為這度「橋」？有家長在小孩還年小時，會帶他們到外地去見識新
事物，疫情下，大家都未能離港，最簡單是與孩子一起去活動，例如踏單車、
打球、行山、做數學練習及閱讀，有爸爸堅持每周帶孩子回教會崇拜，或是每
晚睡前讀一段聖經故事等，小孩對天父的信心更堅定。當然，與太太維持良好
的關係，也會增強親子關係，讓孩子更能適應外在的世界。
各位爸爸，不要輕看自己的力量，多與太太一同商量，互相補足，神必與你們
同在！
陳鳳娟牧師
代禱事項


為聖樂部樂理班祈禱：樂理班將在 7 月份開班，求主使用這班培訓有心
志以音樂作事奉的弟兄姊妹的樂理知識；又求主保守三位導師的教導不
單使弟兄姊妹有樂理的知識，更能為教會栽培、發掘熱愛以音樂作事奉
的弟兄姊妹，使教會在音樂敬拜上向主獻上最美好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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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轉向兒女
經文：瑪拉基書 4:5-6
5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
那裏去！

6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引言
一. 父親要先轉向父神
瑪 3:7 萬軍之耶和華說：「從你們列祖的日子以來，你們常常偏離我的
典章而不遵守。現在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
「你們卻問說：
『我
們如何才是轉向呢？』」
二. 對妻子的愛保持熱度
瑪 2:14 你們還說：「這是為甚麼呢？」因耶和華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
中間作見證。她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約的妻，你卻以詭詐待她。
三. 與兄弟姊妹關係和睦
瑪 2:10 我們豈不都是一位父嗎？豈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嗎？我們各人怎
麼以詭詐待弟兄，背棄了神與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
四. 盡力讓心轉向兒女
瑪 4:6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
地。」
優質陪伴五式：
1.
2.

放下手機
專屬時間

3.
4.
5.

讓孩子決定家庭日活動
讓孩子主導話題
讓孩子感受愛的親子活動

五. 兒女將心轉向父親
瑪 4:6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
地。」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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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十 九 日 崇 拜 詩 歌
經文(詩 24:9-10)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
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
萬軍之耶和華，祂是榮耀的王！

這裡有榮耀

經文(羅 5:6-8)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
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
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這裡有榮耀。
神恩典夠我用〔奉獻〕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這裡有醫治湧流。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這裡有光明自由。 神祢的恩典這生夠我用，
敬拜聲音如眾水湧流，永活的主祢在這裡。 沒有可誇現靠主才得勝。
副：祢是起初的、末後的，
每當我軟弱時，主能力更顯完全，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願我這生能緊靠祢。
全心敬拜祢，大聲歡呼，羔羊被高舉。 副：一生多次軟弱過，懇請主祢去掉這刺，
公義的日頭如光照耀，
掙扎中願盼仍讚美，未對祢消減信心。
萬國讚嘆祢的榮美。
主祢旨意最完美，高於一切世上心意，
聖潔公義主，明亮晨星，
今我心為祢全獻上，願意順服讚美。
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
尾：儘管禱告祢未允，主祢不會去掉這刺，
作曲：游智婷 Sandy Yu
掙扎中讓我仍讚美，願靠祢堅守信心。
作詞：鄭懋柔 Tiffany M. Cheng
主祢旨意最完美，高於一切世上心意，
專輯：敬拜讚美專輯(19) 這裡有榮耀
今我心為祢全獻上，願意順服讚美，
© 2014 Stream of Praise Music/BMI. CCLI: 7025174
願意順服讚美。

從夜到早

耶和華榮耀彰顯世間，
獻上敬拜彷如在高天；
祢是神，是聖父，我們是祢子女，
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
這一生也當敬拜我主，
這一生全為榮耀恩主；
祢是神，極偉大，祢同在，祢統領，
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
副：聖哉！聖哉！聖哉！昨日現在永遠；
榮耀，頌讚，跪拜，愛戴盡屬救主。
聖哉！聖哉！聖哉！穹蒼屈膝俯拜；
國度榮耀，權柄都歸與祢。
橋：從夜到早，未歇獻禱，
如若馨香，升於至高；
從夜到早，未歇獻禱，
無盡讚美，不息宣告。

作曲：霍志鵬
作詞：霍志鵬
專輯：獻給祢
Copyright © 2015 One Circle Limited

放下擔子〔講道回應〕
不要為明天憂慮，
一天難處一天當便足夠。
神浩大恩典一生足夠我用，
度過試煉困難憂傷重擔。
導：來放低掛慮，來放低悲傷事情，
來轉眼仰望十架基督耶穌。
願你將今天交託在主手裏，
來倚靠活水江河。
副：凡尋找的必尋得見，
神必會在曠野為你開新路。
祂施恩典、祂施慈愛、
祂愛你直到千代，風浪裏仍舊讚美。
作曲：鄧淑儀 Yvonne Tang
作詞：鄧淑儀 Yvonne Tang
專輯：恩典充滿遍地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版權所有】

原曲：日日夜夜 作曲：曾祥怡 Grace Tseng
粵詞：三吉 Alex
© Stream of Praise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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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奉 人 員 當 值 表

講員

本主日
吳杏群傳道

講題

轉向兒女

（早）黃嘉晟
（早）劉錦成
（早）葉記恩
關寶西
招待
（午）陳義輝
陳秀英
（早）葉慶聳
獻金
（午）凌汝焯
佈 道 祝 （早）李璐恩
（午）莊嘉文
福隊
（早）曾志文
音響
（午）李嘉耀
插花

【

陳柏禮
吳偉業
張麗華
劉華珠
方美馨
譚正杞

袁樂呈
江錦欣
馬慧如
許小娟
陳金蓮
羅慧雯

下主日
王德青傳道
耶穌的宣言(一)
「我是生命的糧」
（早）溫偉民 （午）周建棟
（早）陳鳳娟 （午）陳鳳娟
（早）鄭兆芬 陳劍鴻 林玉英
林鳳美
（午）陳劍鴻 袁浚謙 蔡欣琳
梁耀棠 凌浩正 王以琳
（早）馬慧群 陳慧韵 袁有東
（午）黃慧芬 張誠華 黃鳳儀
（早）李璐恩 夏玉燕 陳金蓮
（午）莊嘉文 譚正杞 羅慧雯

楊振邦
黃卓敏

蔡欣琳
王以琳

（早）許國榮
（午）陳臻翹

（午）王德青
（午）劉錦成
袁康維 鄭帶好

主席
領詩

】

鄭秀珍
王慈豐

陳卓羚

楊蓮芬

惡 劣 天 氣 聚 會 安 排

】

蔡欣悅
易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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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崇拜(總數)198

早 80
午 115

兒童
崇拜
3

上 周 聚 會 人 數

】

小組︰160

兒童 青少 職青 成年︰102
25 19 14 周三午 周三晚 周六午 周六晚 成 AB
8
43
6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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