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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浸信會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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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國傑博士：明智的投資 

回  應 「祢是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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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教會歷史)教授吳國傑博士蒞臨本

會證道。 

(二) 10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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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實體崇拜及聚會之防疫措施︰ 

1. 根據政府公佈，由 9月 30日起「疫苗通行證」的適用範圍將擴大至

5-11歲的兒童及調整 12歲以上人士的接種要求，詳情請參閱教會通

告〈20220925〉https://ssbc.org.hk/filedata/tbl_cms_doc/doc/694_1.pdf。 

     實施日期 

適用人士類別 
2022年 9月 30起 

5-11歲兒童 
 至少已接種第一針； 

 若曾接種第一針滿三個月，則須接種第二針 

12 歲以上人士 
 至少已接種第二針； 

 若曾接種第二針滿五個月，則須接種第三針 

2. 參加者務必佩戴口罩、量體温及消毒雙手，並遵守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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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天，個人或同住者曾出入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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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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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bc.org.hk/
https://ssbc.org.hk/filedata/tbl_cms_doc/doc/694_1.pdf
https://ssbc.org.hk/filedata/tbl_cms_doc/doc/567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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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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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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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全教會祈禱會：於 10月 16日(主日)午堂崇拜後開始，至下午 3:30結 

束，主題為「教會未來發展」，歡迎弟兄姊妹參加，同心為教會禱告。

10月 21日(五)祈禱會將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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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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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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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宣教事工–小型魔術進階班：藉學習小型魔術，增添生活的樂趣。查

詢：吳杏群傳道或吳城錦弟兄。 

 日期：10月 22, 29日; 11月 5, 12日(逢周六，共 4堂) 

 時間：下午 2:30-3:30 

 對象：中學生及成年人士 

 導師：朱活平牧師 

 材料費：$80 

 參加要求：完成初階班、最少出席三堂、完成「明日環」、「出環」

及「不分長短」魔術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yy4JEPADDfaHt3Xq9 

(八) 宣教事工–興趣班【Art Jamming--即興藝術】樂油‧悠：導師為盧佩

鏞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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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培訓學校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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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9月 25日(本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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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已報名弟兄姊妹

按時出席。查詢：林美玲傳道或吳城錦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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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4JEPADDfaHt3Xq9
https://forms.gle/8s5iVqN4RvAgbL1M7
https://forms.gle/MUkMHeKL5vvxRBZ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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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噠、噠、噠的馬蹄聲，每周未早上都會從雙魚河邊傳來，聽說是附近騎術中心

的馬匹。有次騎著腳踏車在馬匹旁邊經過，也是以最近的距離接觸馬匹的一次。

以往都是在電視看見馬夫牽著馬繞圈走，實在是無趣，又不覺得馬匹有什麼特

別，但這次能這麼近距離與馬接觸，馬的壯、高、大讓我感受到一種壓迫力，

更覺坐在馬背上的人很有氣勢。 

以往查經時，當讀到耶穌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的事蹟時，常有人問：為什麼

耶穌會騎著本是用來負載的牲口 --- 驢駒，而不是騎著一匹駿馬呢。相信這除

了是要應驗撒迦利亞先知對彌賽亞來臨時的預言，說：「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

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

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着驢，就是騎着驢的駒子。」(亞 9：9) 亦是要表

達彌賽亞是神謙遜、和平的僕人；耶穌是以柔和謙卑的君王身份進入聖城；是

騎駿馬凱旋而歸的羅馬皇帝不能比的；騎駿馬的羅馬皇帝，是以威武震懾人心

而得天下，但我們的主耶穌卻是以負載的牲口為坐騎，是以柔和謙卑，為人犧

牲，吸引萬民歸向祂。 

願我們都好像當時的民眾，向耶穌歡呼，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

稱頌的！」(可 11：9) 

王德青傳道 

代禱事項 

 為「導師組長退修營」祈禱：9 月 30日至 10月 1日，假烏溪沙青年新村

舉行，求主保守一切順利；讓各人都能在營會中領受教會異象；在主耶穌

裡休息得力，繼續發揮恩賜事主、愛主，在合一中領人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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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明智的投資 

經文：馬太福音 19:16-30 

16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我該做甚麼善事才能得永生？」 

17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進入

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18 他說：「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 

19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20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 

21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

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22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23 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 

24 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25 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26 耶穌看着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27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甚

麼呢？」 

28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

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

支派。 

29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

要得着百倍，並且承受永生。 

30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引言 

內文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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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二 十 五 日 崇 拜 詩 歌 
經文(詩 90:1-2; 107:1-2) 

主啊，祢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
生出，地與世界祢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
遠，祢是神！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
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願耶和華的贖民說
這話，就是祂從敵人手中所救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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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有限公司所有」 

這裡有榮耀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這裡有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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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聲音如眾水湧流，永活的主祢在這裡。 

副：祢是起初的、末後的，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全心敬拜祢，大聲歡呼，羔羊被高舉。 

  公義的日頭，如光照耀， 

  萬國讚嘆祢的榮美。 

  聖潔公義主，明亮晨星， 

  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 

作曲：游智婷 Sandy Yu 作詞：鄭懋柔 Tiffany M. Cheng 

專輯：敬拜讚美專輯(19) 這裡有榮耀 

©  2014 Stream of Praise Music/BMI. CCLI: 7025174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主祢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祢是尊貴，祢是可畏，是我的高臺。 

主祢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祢是拯救，祢是寬恕，是我的盾牌。 

導：抬頭吧，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獲釋放，祢國要彰顯。 

副：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順服祢訓示， 

  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作曲及作詞：方文聰 專輯：玻璃海 1《玻璃海》 

「Worship Nations Limited 版權所有 授權使用」 

平安的路〔奉獻〕 
天下人間，有位真神， 

祂愛你，體恤你軟弱。 

名字叫耶穌，是你好牧人， 

能引導你走向光明路。 

如遇困倦，來放低憂愁， 

祂愛你，使你能痊癒， 

來吧向前走，神恩典多深厚， 

能擔當憂患背負你重擔。 

副：進入自由、喜樂、平安， 

  奇妙的恩典，一生足夠， 

  在雨中仍見彩虹，黑暗漸變光明， 

  每日早晨也是新的。 

作曲及作詞：鄧淑儀 Yvonne Tang 專輯：平安的路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版權所有】 

祢是我神〔回應〕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 

心緊靠祢，進祢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副：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祢，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尾：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作曲及作詞：霍志鵬 專輯：敬拜者 1 Heart Copyright ©  2020 One Circl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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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奉 人 員 當 值 表 】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吳國傑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思想(教會歷史)教授 

朱活平牧師 

講題  明智的投資 耶穌的比喻(四)：「白佔地土」 

主席  （早）溫偉民 （午）周建棟 （早）林美玲 （午）王德青 

領詩  （早）陳鳳娟 （午）陳鳳娟 （早）蔡國威 （午）蔡國威 

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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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朱懷樂 鄭帶好 林玉英  

關寶西 

（午）周建棟 袁進禧 林翠芬 

崔玉玲 楊曉筠 黄卓敏 

獻金  
（早）馬慧群 陳慧韵 袁有東 

（午）黃慧芬 張誠華 黃鳳儀 

（早）馬慧群 鄭帶好 袁妙娟 

（午）崔玉玲 陳海燕 林明慧 

佈道祝

福隊  

（早）方美馨 夏玉燕 陳金蓮 

（午）莊嘉文 陳義輝 江錦欣 梁麗珠 

（早）吳杏群 李璐恩 陳金蓮 

（午）魏菊英 張永森 李富鴻 徐綺芬 

音響  
（早）許國榮 鄭秀珍 蔡欣悅 

（午）陳臻翹 王慈豐 易晞然 

（早）許國榮 邱麗東 鄭秀珍 

（午）李灼銘 陳梓陶 袁樂呈 

插花  葉佩文 劉嘉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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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小組︰177 

早 84 

午 91 

兒童

崇拜 

7 

兒童 

29 

青少 

22 

職青 

11 

成年︰97 以諾 

18 周三午 

5 

周三晚 

50 

周六午 

/ 

周六晚 

17 

成 AB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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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