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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浸信會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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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會四十，蒙召作主民；奉獻一生，聖潔成活祭。】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

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書十二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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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杏群傳道︰ 

「敬虔的操練一之結出悔改的果子」 

回  應 「世界最美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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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及兒童崇拜最新安排： 

1. 12月 6日(下主日)實體崇拜︰ 

1.1 時間*：早堂-- 上午 9:15  （設兒童崇拜） 

1.2        午堂-- 上午 11:15 （同時段設有網上直播） 

1.2 講員︰朱活平牧師 

1.3 講題︰敬虔的操練(二)之「愛敵之道」 

1.4 弟兄姊妹可以透過教會網頁http://www.ssbc.org.hk 或 掃瞄

QR Code 登入，參與崇拜。(直播完畢可網上重溫)  

1.5 兩堂崇拜之間會預留時間作準備直播及清潔場地 

(二) 實體崇拜及聚會之防疫措施︰ 

1. 請弟兄姊妹出席崇拜時，務必佩戴口罩、量體温及消毒雙手，
並遵守防疫措施。亦請各位提早10分鐘到教會以便點名及進行防疫
程序，詳情請參閱後頁/網上的「實體崇拜之防疫措施」(附 QR CODE)。 

2. 為減低因聚會而感染的風險，敬請以下人士留在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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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或同住者曾外遊返港 / 

曾與懷疑感染新冠狀病毒者有接觸人士。 

3. 禮堂座位︰每堂座位（禮堂、圖書館及副堂）上限為 120人，參
加者不需報名，座滿即止，不設留位。 

4. 周五晚祈禱會分別以下面形式進行： 

 12月 4、11日︰晚上 8:30-9:30以網上形式進行。 

 參加方法：可致電教會 26723302或以 WHATSAPP短訊教會手
提電話 91765611報名。 

 12月 18日︰晚上 8:00-9:30 以實體形式進行，如疫情嚴重，
會改為網上。 

  參加方法：教會副堂舉行，自由參加。 

 12月 25日及 1月 1日︰暫停。 

 

 

http://www.ssb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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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2月份事宜 

 12月 13日北區教會暖意福音大行動︰下午 2:00-3:30進行，與

本區佳音教會合作派防疫包。歡迎到副堂壁報板報名參加。 

 12月 20日聖誕節佈道崇拜︰分兩堂崇拜舉行，內容包括聖誕詩歌

敬拜、見證分享及訊息，歡迎領人赴會。 

 12月 24日報佳音︰晚上 7:00在教會集合，內容包括小組獻唱聖

誕詩歌及派發防疫包。歡迎到副堂壁報板報名參加。 

(四) 肢體消息︰李少君姊妹祖母杜橋姊妹日前主懷安息，請弟兄姊妹代

禱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及親友。 

(五) 「一杯涼水」之「食物銀行」及「愛心待用飯券」計劃︰ 

本會回應社會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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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申請人可同時申請領取食物及飯券） 

 居住於北區的低收入家庭 / 失業人士 

 教會內有需要的會眾 

 申請或查詢：林美玲傳道或吳城錦弟兄。如申請成功，同工將定

期聯絡申請人到教會取食物或飯券。 

 奉獻呼籲：鼓勵弟兄姊妹奉獻金錢來支持「食物銀行」及「愛心

待用飯券」計劃，目標為$20,00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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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樣讀聖經？（新約敍事篇）—林美玲傳道 

整個 2020年，香港人在疫情之下度過。在防疫措施及限聚令之

下，市民多留家中用膳。對於不懂煮食的朋友來說，日日買外賣不是

長遠之策，一來消費也不少，二來普遍外賣是高鹽高油，多食也對身

體無益。與其花心思買比較健康的外賣，倒不如自己買食材在家煮

食，既便宜又健康。在疫情期間有不人在家鑽研食譜，他們漸漸成為

「疫境廚神」。起初他們可能連煲水也不懂，經過一番的努力，鑽研

食物的特性、食材的配搭、烹調技巧，最終能夠製作出大廚級的美食，

與家人一同享受美味的成果。 

剛過去的四星期，我亦與弟兄姊妹一同鑽研、學習。不過不是研

究如何烹飪，而是一同學習「點樣讀聖經？（新約敍事篇）」，對我來

說是一個很難忘的經驗。過往弟兄姊妹可能不懂得將經文分段來理

解，只是單憑一兩節經文來理解，這是不足夠去明白上帝的說話。「點

樣的聖經？」的課堂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掌握讀經的基本技巧，能

夠從經文看見上帝的心意。我將過去兩年研經的心得，與弟兄姊妹分

享。起初有點擔心弟兄姊妹難以理解研經方法，但是從學員的回應及

功課中，他們漸漸掌握研究敍事經文的技巧—他們懂得找出完整的段

落，從上文下理中解釋經文的意思，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對經文能夠

有一個完整的理解，特別是一些耳熟能詳的經文。我的心願就是他們

建立了基本查經技巧，往後的日子可以「親自下廚」，不用再吃外賣

了。 

學習聖經是一生的路，是一個沒有盡頭的路，鑽研的過程可能十

分需時及花功夫，但我們能夠從釋經中明白上帝的說話，教我們在生

活中踐行出來，這些努力不會白費的。盼望往後的日子，我能夠繼續

持守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院訓：「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

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後書 2:15），教導弟

兄姊妹明白真理，訓練他們成為一個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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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敬虔的操練一之「結出悔改的果子」 
 
經文－路加福音 3:7-14 

引言 

一． 真的離罪悔改了嗎？(路 3:7-9) 

3:7 約翰對那出來要受他浸的眾人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

避將來的忿怒呢？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裡說：『有亞

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 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

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3:9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

火裡。」 

二． 真正離罪悔改的表現（路 3:10-14） 

1. 分享所有(3:10-11) 

3:10 眾人問他說：「這樣，我們當做甚麼呢？」 

3:11 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

也當這樣行。」 

2. 關心窮人(3:12-13) 

3:12 又有稅吏來要受浸，問他說：「夫子，我們當做甚麼呢？」 

3:13 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 

3. 為統治者禱告（3:14） 

3:14 又有兵丁問他說：「我們當做甚麼呢？」約翰說：「不要以

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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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崇 拜 詩 歌 

          經文(詩 148:1-4,13) 

啟：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祂！ 

應：祂的眾使者都要讚美祂！ 

  祂的諸軍都要讚美祂！ 

啟：日頭月亮，你們要讚美祂！ 

  放光的星宿，你們都要讚美祂！ 

應：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 

  你們都要讚美祂！ 

齊：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 

  因為獨有祂的名被尊崇， 

  祂的榮耀在天地之。 

頌讚全能上帝 

清風輕吹天空掛著耀眼太陽， 

山嶺蒼海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遍地鳥語花香，蝶起舞舞影雙雙， 

看著細想，從內裡欣賞。 

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 

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副：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 

  是祢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祢作為，不可猜測估計， 

  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 

  萬有諸天說述祢的恩惠， 

  地與深海同拍和，山嶺吶喊呼應， 

  神大愛共永，地與天同共證。 

作曲及作詞：馮鑑邦 Remus、高思敏 Rainice 

專輯：SingforGod Vol.1-頌讚全能上帝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重建大衛的帳幕 

神永遠是世界中心，萬國跪拜屬祢名下； 
神隨祢意旨復興祢工作，我晝夜不止息禱告。 
副：舊日倒塌的現在要建立，以讚美作祢居所； 
  大衛所建的帳幕遍地興起， 
  主配敬畏，我一生敬拜。 
橋：充滿著祢同在，充滿著祢能力， 
  充滿著祢榮耀，充滿著祢的愛。 
尾：舊日倒塌的現在要建立，以讚美作祢居所； 
  舊日倒塌的帳幕現已興起， 
  主配敬畏，我一生敬拜。 
作曲及作詞：方文聰 專輯：玻璃海 2《重建大衛的帳幕》 

「Worship Nations Limited 版權所有 授權使用」 

無盡的愛 
１）聽見祢溫柔聲音，挪去我所有恐懼。 
  黑暗中祢呼喚我走向祢，敞開我心。 
２）過去我風聞有祢，如今卻親眼見祢。 
  我決定不再倚靠我自己，一生只為祢。 
導：在我身旁沒離開過，不停守候著我。 
副：祢無盡的愛擁抱我，雖跌倒軟弱仍愛我。 
  在祢眼中看見真實的我，釋放我自由。 
  祢犧牲的愛拯救我，用釘痕述說不放手。 
  在祢眼中看見真實的我，祢是全所有。 
尾：祢無盡的愛擁抱我，雖跌倒軟弱仍愛我。 
  在祢眼中看見全新的我，釋放我自由。 
  祢犧牲的愛拯救我，用釘痕述說不放手。 
  在祢眼中看見全新的我，祢是全所有。 
曲詞：張家綺 Angela Chang、劉淑莉 Lily Liu、鄭淯心 Amy 

Cheng、洪以琳 Elim Hung、吳宇婕 Christine Wu 

專輯：都指向祢 ©2020 張家綺 Angela Chang、劉淑莉 Lily 

Liu、鄭淯心 Amy Cheng、洪以琳 Elim Hung、吳宇

婕 Christine Wu/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

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世界最美的聲音〔講道回應〕 

世界最美聲音，是罪人回轉的感恩。 
金不換的回頭，見證神大愛的深厚。 
世界最美聲音，是罪人重生的感恩。 
今天我不回頭，世界在後，十架在前頭。 
副：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 
  瞎眼今得看見。 
橋：經過危險網羅，飽受人間苦楚。 
  此恩領我平安渡過，是祢扶持我。 

作曲及作詞：馬啟邦  專輯：HEART 

Copyright ©️ 2018 One Circl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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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奉 人 員 當 值 表 】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吳杏群傳道 朱活平牧師 

講題  
敬虔的操練(一)之 

「結出悔改的果子」 

敬虔的操練(二)之 

「愛敵之道」 

主席  （早）何立新 （午）陳鳳娟 （早）吳杏群 （午）陳鳳娟 

領詩  （早）江振宇 （午）江振宇 （早）林美玲 （午）林美玲 

招待  

（早）羅  水 劉逸敏 關寶西 
朱懷樂 王筱芳 張敏儀 

（午）王以琳 袁浚謙 袁進禧 
邱梓謙 廖志富 劉麗薇   

（早）羅 水 劉逸敏 陳劍鴻 
   朱懷樂 鄭帶好 張敏儀 
（午）袁浚謙 方 琪 袁樂呈 
   袁進禧 劉麗薇 廖志富 

佈道  

祝福隊  

（早）梁基潤 莊嘉文 陳金蓮 
（午）梁基潤 梁麗珠 徐綺芬 

（早）梁基潤 莊嘉文 陳金蓮 
（午）梁基潤 梁麗珠 徐綺芬 

獻金  

（早）關寶西 劉逸敏 馬慧群 
袁妙娟 羅子豐 

（午）凌汝焯 葉佩文 徐綺芬 
楊蓮芬 崔玉玲  

（早）陳瑞群 馬惠萍 夏玉燕  
張敏儀 劉逸敏 

（午）張亞好 鄭兆芬 方 琪 

音響  
（早）鄭秀珍 羅子豐 王曉敏 
（午）黃卓敏 鄧嘉健 易晞然 

（早）邱麗東 許國榮 鄭秀珍 
（午）陳臻翹 鄧嘉健 陳梓陶 

插花  楊蓮芬 崔玉玲 

【 上 周 聚 會 人 數 】 
崇拜(總數) 163 小組︰95 

早 75 

午 88 

兒童

崇拜 

0 

兒童 

21 

青少 

停 

職青 

停 

成青 

/ 

成年︰63 以

諾 

11 
周三午 

9 

周三晚 

34 

周六晚 

停 

主日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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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理主任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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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