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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上水浸信會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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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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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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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玲傳道： 

耶穌的宣言(五)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留下來的人 

回  應 「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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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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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天，個人或同住者曾出入境 

3. 需接受強檢的人士：如自行進行快速測試，結果陰性可參加聚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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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2023-2024年新屆會務委員會 (非同工)及 2023-2027年執事會選任程

序–提名委員會︰ 

1. 本會將於 10 月成立提名委員會以物色： 

 2023-2024 年度會務委員會(非同工)成員；及 

 2023-2027年度執事會成員。 

2. 其成員包括：3位牧者傳道代表、3位會務成員代表 和 3 位會友代

表於 10月例會成立 

3. 委員職責 

 了解教會未來的發展及需要，物色新屆會務成員及執事； 

 要出席 11 月 26日(六)下午 2:00-4:00 舉行的退修會議； 

 於 2023年 1月內提交名單給現屆會務。 

4. 提名委員會–3位會友代表 

 需要符合以下條件 

http://www.ssbc.org.hk/
https://ssbc.org.hk/filedata/tbl_cms_doc/doc/567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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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本會會友滿一年或以上 

 固定出席崇拜和小組 

 有定期奉獻和事奉 

 願意及能夠出席 11月於教會舉行的相關聚會 

 按聚會人數比例，職青或青少區- 1位/以諾或成年區- 2 位 

凡合資格和有感動者，可向組長或牧者報名，若多於 3位會抽籤決定。 

截止日期：9月 30日。詳情可向鍾惠華弟兄或梁思敏姊妹查詢。 

時間表 

2022年 9月 30 日  「提名委員會」截止報名 

2022年 10月 23日  例會通過「提名委員會」名單 

2022年 11月 26 日  「提名委員會」退修會議 

2023年 1月 31 日  提交「會務」及「執事會」名單予現屆會務 

2023年 4月 23 日  年會通過名單 

(四) 宣教事工–9月份街佈：歡迎弟兄姊妹參與，同心傳揚福音！ 

查詢：吳杏群傳道/吳城錦弟兄 

 日期：9月 18 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 2:30-4:30 

 集合地點：教會禮堂 

(五) 宣教事工–興趣班【Art Jamming--即興藝術】樂油‧悠：透過不同的

創作媒介，接觸生命及互相認識，鼓勵弟兄姊妹邀請未信親友一同參

加。查詢：吳杏群傳道/吳城錦弟兄 

日期 時間 對象 材料費 名額 創作媒介 

10月15日

(六) 

下午

2:00-5:00 
任何人士 $70 30 塑膠彩 

11月 4日

(五) 

下午

2:30-5:00 
長者 $30 30 紙扇水墨畫 

11月19日

(六) 

下午

2:00-5:00 
任何人士 $70 30 

塑膠彩 

和諧粉彩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8s5iVqN4RvAgbL1M7 

(六) 新來賓聚會: 於 9月 25日(下主日)午堂崇拜後 12:45-1:45 假教會兒童

房舉行，內容包括介紹本會歷史、各區小組及不同的事工，歡迎未入

小組者、崇拜新來賓及初返教會的人士出席。查詢: 吳杏群傳道。 

https://forms.gle/8s5iVqN4RvAgbL1M7


P.4 

(七) 培訓學校：現正開辦以下課程和講座，歡迎弟兄姊妹積極報讀，查詢：

林美玲傳道或吳城錦弟兄。 

 使徒行傳(上)(進階課程)：由 9 月 20 日起(逢周二晚 8:00-9:30，共 6

堂)，導師為陳文浩弟兄，以視像 zoom 形式進行。查詢：林美玲傳

道或吳城錦弟兄。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VNn8TSLVTLntRKJD7 

 講座–歐美復興經驗對現代華人基督徒群體的啟迪：從德國敬虔主

義、英國循道運動及美國大覺醒，探索教會復興的原則。 

將於 9月 25日下午 2:30-5:00於教會禮堂舉行，講員為吳國傑教授(香

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教會歷史教授)。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Pj6wtBgXpuHw1beQ9  

(八) 財務部︰「不具名奉獻」通知 

 本會將按時列出無名奉獻的日期及金額，請奉獻者能聯絡教會補回

記錄，若 3星期內沒收到回覆，相關奉獻將撥入「崇拜獻金」。 

 7月份無名奉獻如下，請奉獻者於 9月 18日或之前致電教會 26723302

聯絡林嘉詠幹事。 

無名 1︰5/7 存入教會戶口$300 無名 2︰7/7 存入教會戶口$1300 

無名 3︰7/7 存入教會戶口$500 無名 4︰10/7 存入教會戶口$500 

無名 5︰11/7 存入教會戶口$100 無名 6︰13/7 存入教會戶口$100 

無名 7︰17/7 存入教會戶口$200 無名 8︰26/7 存入教會戶口$100 

無名 9︰28/7 存入教會戶口$200 

(九) 以諾組–健康日：於 9月 23日下午 2:00 在教會副堂舉行，內容：齊做

益腦操、經絡拍打、十巧手、扶抱技巧及量血壓。歡迎有興趣的弟兄

姊妹攜同家中長者出席；查詢：陳金蓮、潘蓮娣、方美馨、劉華珠或

王德青傳道。 

(十) 多媒體事工部–2022年新約讀經計劃第 3期：於 9月 20日完結，請完

成者，於 10月 8日或之前，透過以下途徑通知教會： 

 網上匯報：https://forms.gle/MUkMHeKL5vvxRBZNA 

 通知小組組長 

 致電教會電話：2672 3302 

 如有查詢，請致電教會 2672 3302 與陳劍鴻弟兄或王德青傳道聯絡。 

https://forms.gle/VNn8TSLVTLntRKJD7
https://forms.gle/Pj6wtBgXpuHw1beQ9
https://forms.gle/MUkMHeKL5vvxRBZ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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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當姨甥女還小的時候，舉止有點論盡，試過一家人圍坐食飯時，她來一個「華

麗的轉身」，便將桌上碟與碗都打翻到地上，每次她媽媽都責備佢：「一早叫住

你，嗱，又攪個大頭佛出嚟啦！」到她長大後，有時會碰跌物件，不待她媽媽

出聲，她便忍不住大哭起來，因為她內心一早已響起媽媽責備的說話，又內疚

又慚愧！ 

當人長大後，這種責備自己的聲音常伴著我們，我們會對自己說：「一早提你啦，

今次你抵死，冇人幫你啦！…」「嘩，你做成咁，你一啲都唔似基督徒？…」這

滿滿的責難，在心中不斷響亮地、或低沉地叫嚷著，我們會以為責備自己是應

該的，這樣會令自己不再犯錯，但結果是令自己的意志更消沉，更易失去信心。 

弟兄姊妹，平時你會對自己說甚麽話？是自責的話、苛刻的話？或是鼓勵的話、

體諒的話嗎？哪種是你的習慣，哪種能令你更成長？面對常犯錯、軟弱的自己，

聖經教我們不是自責，而是真誠地認罪，約翰壹書 1 章 9 節「我們若認自己的

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世

上沒有不犯錯的人，我們要接受一個會犯錯、常常錯的自己，因此我們才需要

基督的拯救；並且我們向神、向自己、向人承認自己的錯，神應許要洗淨我們

一切的不義，赦免我們的過犯。所以，請不要再苛責自己，要謙虛地接受基督

的寬恕，並對自己多點温柔及鼓勵，祂必與你同在！ 

陳鳳娟牧師 

代禱事項 

 為「培訓學校 9月份的講座」祈禱：9月 25日下午在教會舉行的講座，求

主賜智慧吳教授的講解，讓參與者能對歐美復興這一段歷史有一個清晰認

識及復興所需具備的因素，而能成為我們在信仰路上繼續前進、復興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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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耶穌的宣言(五)「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留下來的人 

經文：約翰福音 13:33, 36-38; 14:1-14, 16-18 
13:33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

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13:36 西門彼得問耶穌說：「主往哪裏去？」耶穌回答說：「我所去的地方，你現
在不能跟我去，後來卻要跟我去。」 

13:37 彼得說：「主啊，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我願意為你捨命。」 

13:38 耶穌說：「你願意為我捨命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三次
不認我。」 

14:1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14:2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
你們預備地方去。 

14: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你
們也在那裏。 

14:4 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 

14:5 多馬對他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14:7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
他。」 

14:8 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14:9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
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 

14:10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着自己
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14:11 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做的事信
我。 

14:1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
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 

14:13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14:14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14: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
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14: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 

引言 
內文 

1. 背景–最後晚餐 
2. 耶穌的宣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3. 耶穌的道路是受苦 
4. 給留下來的人：兩個應許、一個吩咐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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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十 八 日 崇 拜 詩 歌 

經文(詩 36:7-9) 
神啊，祢的慈愛何其寶貴！ 

世人投靠在祢翅膀的蔭下。 

他們必因祢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 

祢也必叫他們喝祢樂河的水。 

因為，在祢那裡有生命的源頭； 

在祢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讚頌祢的愛 
願意讚頌祢的愛，靠著祢越過障礙， 

在我生命作主宰，為我肩擔苦楚痛哀。 

捨身背十架付上所有， 

傾出一切無悔的拯救， 

無限眷顧赦我罪尤，引導我走。 

副：讓我歡欣高舉我主權能， 

  唱頌救主深恩， 

  我共祢多麼遠都拉近， 

  靈命自祢更新。 

  我要舉起手歌唱主權能， 

  讚頌奇妙大恩， 

  從當天起得與主同行， 

  能讓一生主愛導引。 

作曲：古丹青 Irene Ku 

作詞：古丹青 Irene Ku, 陳奕楷 

專輯：齊唱敬拜讚美 5 和平之君 

【版權屬 HKACM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擁戴祂為王 
擁戴祂為王，擁戴祂為主， 

奇妙神，安慰師，全能真神； 

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 

祂要掌權到永遠，祂要掌權到永遠。 

原曲：Crown Him King of Kings 

作曲：Sharon Damazio 

譯詞：佚名 

詩集：和撒那新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主是安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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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祢〔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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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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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及作詞：徐嘉絃 Alice Hsu 

專輯：敬拜讚美專輯(15)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  2010 Stream of Praise Music/BMI. CCLI: 5727081 

改變世界〔回應〕 
懇求主，祢看看我雙手， 

一切我所有，甘心為祢用。 

懇求主，祢看看我的心， 

塑造煉淨我，將我分別為聖。 

副：我們要奔向祢的祭壇，得著祢的火燄； 

  站在破口中，搶救那失喪的靈魂。 

  求主賜我憐憫的心，為這迷失的人群， 

  我們要改變世界，帶來盼望在這地。 

橋：回應祢的呼召，建立無牆的教會， 

  讓祢榮耀彰顯，賜下救恩給萬民， 

  給萬民。 

原曲：Make a difference 作曲：張寶興 Poh-Heng Teo 

譯詞：杜國耀 Kok-Yew Toh 

專輯：華人的讚美敬拜 01, 和撒那新歌 

「版權屬基督教復興教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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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奉 人 員 當 值 表 】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林美玲傳道 

吳國傑教授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 

教會歷史教授) 

講題  

耶穌的宣言(五)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留下來的人 

明智的投資 

主席  （早）黃嘉晟 （午）王德青 （早）溫偉民 （午）周建棟 

領詩  （早）鍾惠華 （午）鍾惠華 （早）陳鳳娟 （午）陳鳳娟 

招待  

（早）潘蓮娣 葉記恩 袁康維 

   鄭帶好 關寶西 

（午）陳義輝 陳柏禮 袁樂呈 

   陳秀芳 陳秀英 江錦欣 

（早）鄭兆芬 陳劍鴻 林玉英 

   林鳳美 王筱芳 

（午）陳劍鴻 袁浚謙 蔡欣琳 

   梁耀棠 凌浩正 王以琳 

獻金  
（早）葉慶聳 張麗華 馬慧如 

（午）凌汝焯 劉華珠 許小娟 

（早）馬慧群 陳慧韵 袁有東 

（午）黃慧芬 張誠華 黃鳳儀 

佈道祝

福隊  

（早）吳杏群 李璐恩 陳金蓮 

（午）魏菊英 張永森 李富鴻 徐綺芬 

（早）方美馨 夏玉燕 陳金蓮 

（午）莊嘉文 陳義輝 江錦欣 梁麗珠 

音響  
（早）曾志文 楊振邦 蔡欣琳 

（午）李嘉耀 黃卓敏 王以琳 

（早）許國榮 鄭秀珍 蔡欣悅 

（午）陳臻翹 王慈豐 易晞然 

插花  李灼銘 葉佩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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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小組︰135 

早 79 

午 78 

兒童

崇拜 

8 

兒童 

27 

青少 

18 

職青 

9 

成年︰70 以諾 

11 周三午 

6 

周三晚 

40 

周六午 

/ 

周六晚 

停 

成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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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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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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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方法：https://ssbc.org.hk/filedata/tbl_cms_doc/doc/488_1.pdf     

教會社交媒體—IG, Facebook：ssbc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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