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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本月主題： 關懷月 
日  期： 主曆二零二零年八月廿三日 
時  間： 上午十一時(Facebook 直播) 
 

主席：吳周芷韻傳道 領詩：鄧陳鳳儀姊妹 司琴：郭呂凱詩姊妹 
 

  崇敬讚美   
 
序  樂：  .........................................................................................  主席 /眾立 

 
宣  召：  .............................. 詩篇 30 篇 4-5 節 ...........................  主席／眾立 
   

 耶和華的聖民哪， 
你們要歌頌他，稱讚他可記念的聖名。 
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讚美祈禱：  .........................................................................................  主席 / 眾立 

   
讚  美：  .........................................................................................  領詩 /眾立 

 【讚美全能神】(世 89)  
   

1. 讚美！讚美！全能真神—宇宙萬有君王。 
我靈頌主，因主使我得贖，賜我健康。 
聽主聲音，都來進入主聖殿，歡然向主恭敬讚揚！  

   
2. 讚美！讚美！如此奇妙—統治世間萬有！ 
展開恩翼，如此溫柔，將你時常保祐。 
你豈不見，有求皆蒙主恩典，按祂旨意，應允所求。  

   
3. 讚美！讚美！扶助保護，使你作工順利。 
上主美善，上主慈恩，必天天看顧你。 
仔細思量，全能的主愛深長，做祢朋友何等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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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世 88)  
1. 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我得著能力勝過試煉； 
我倚靠天父週詳的供應，我不用再恐慌與掛念。 
祂的心極仁慈無可測度，祂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不論憂或喜祂慈愛顯明，勞苦中祂賜安泰。  

   
2. 每一天主自己與我相親，每時刻賜下格外憐憫； 
我掛慮，主願安慰與擔當，祂的名為策士與權能。 
祂保護祂的兒女與珍寶，祂熱心必要成全這事，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這是祂向我應許。  

   
頌  唱：  ............................ 【真光普照】(世 477) .........................  領詩／眾坐 
   

1. 主愛光輝正照耀人間，照遍黑暗地方像明燈； 
主基督乃真光照亮萬邦，賜予真理，使釋放離罪鎖。 
照耀我靈，照亮我心。 (副歌)  

   
2. 主，我依近祢威嚴座前，撇棄幽暗投向祢榮耀； 
靠主寶血今得進入光明，鑒察、試煉、洗清一切罪污。 
照耀我靈，照亮我心。 (副歌)  

   
3. 當定睛瞻仰君王光輝，讓我彰顯主聖範形像； 
從榮耀到榮耀不斷更新，在我身上反映救主生命。 
照耀我靈，照亮我心。 (副歌)  

   
(副歌) 真光普照，充滿天地乃聖父榮耀， 

火焰聖靈熾熱千顆心。 
主愛湧流，施恩典、憐憫，救贖眾生； 
請賜真理，將主光輝照遍。  
   

  省察認罪   
   

默想經文： ….…………………. 詩篇 103 篇 1-5 節……...…….......... 主席 /會眾 
   

啟：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  
   

應：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啟：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應：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齊：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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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祈禱：  .................................................................................................  主席 / 眾坐 
   

  恭聆主道   
 

讀  經：  ........................ 使徒行傳 3 章 1-10 節 .........................  主席 /眾坐 
   

1.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  
   

2. 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 
放在殿的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 
要求進殿的人賙濟。 

 

   
3.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  

   
4.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5. 那人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甚麼。  

   
6.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7.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 
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 

 

   
8.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 
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神。 

 

   
9.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神，  

   
10. 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 

就因他所遇著的事，滿心希奇驚訝。 
 

   
信  息：  ................................ 你所認識的福音 .............................  蕭文耀傳道 

   
回應詩歌：  .................................. 【傳揚耶穌】 ...............................  領詩 / 眾坐 

   
 偉大救恩，祢竟願意犧牲，被掛十架，為救贖甘捨身， 
流出寶血，洗淨一切的罪，誰願相信，必蒙恩得拯救。  
   
 偉大救恩，祢竟為我犧牲，被掛十架，為救贖甘捨身， 
流出寶血，潔淨我賜生命，讓我心靈，享受主恩情。  
   
 傳揚耶穌，祂的光照耀世上人。 
蒙神憐憫，得救贖得安穩， 
傳揚耶穌，祂施恩看顧常導引， 
讓我一生，努力為主振奮。 下一節(頁 4) 
   
   



4 
 

 傳揚耶穌，祂的光照耀世上人。 
蒙神憐憫，得救贖得安穩， 
傳揚耶穌，祂施恩看顧常導引， 
讓我一生，努力為主振奮。  
   

  誠心獻呈   
   
家事分享：  ...............................................................................................  丁贊鴻牧師 

   
牧  禱：  ...............................................................................................  丁贊鴻牧師 

   
主日奉獻：  ................. (奉獻乃是信徒本份，非信徒可自由參與) ...............  主席 / 眾坐 

   
奉獻詩歌：  .......................... 【求主祝福我手所獻】 .......................  主席 / 眾立 
   
 求主祝福我手所獻，我所計劃一切事工。 

惟靠信心、志向、意念，其餘一切在主手中。 
 

   
奉獻祈禱：  ...............................................................................................  主席 / 眾立 

   
讚 美 詩：  .................................. 【讚美一神】 ...............................  主席 / 眾立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祝福受差   

   
祝  福：  ..............................................................................................  丁贊鴻牧師 

 
差 遣 詩：  ..................... 【萬邦之歌】(世 493，第 1 節) ..................  領詩 / 眾立 
   

 願我為主發亮光照耀萬邦，為主發光照遍萬族萬民， 
直到全世界看見主聖名榮耀；願主藉我顯純光。 

 

   
殿  樂： ………….…….……殿樂後會眾彼此問安……………………… 眾   坐 
  

講道篇… 
 
信息：你所認識的福音 
經文：使徒行傳 3 章 1-10 節 
講員：蕭文耀傳道 

 
生命反思： 
你認識的福音是甚麼？你的生命是否與你所信的相稱？ 

 



5 
 

 家事分享 
1.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政府之社交距離措施，教會聚會將實施下列
安排，請各兄姊留意： 

  
 1. 週六及主日早及午堂成人崇拜： 

當限聚令放寬，有關教會聚會限制起碼放寬至為處所可客納人數一
半時，方恢復實體聚會。在實體聚會暫停期間，將繼續安排逢主日
上午 11:00在教會 FACEBOOK進行崇拜直播。 

(教會 Facebook：Facebook.com/SSPBC.HK) 
  
 2. 下列聚會在成人實體崇拜恢復後，才恢復進行實體聚會： 

  2.1 週三祈禱會 (改以網上進行，參報告事項 5) 

  2.2 成人主日學 (部份改以網上進行，參報告事項 4) 

  2.3 成人團契 (部份改以網上進行，詳情請向教牧同工查詢) 

  2.4 詩班練習 
  
 3. 下列各級崇拜及聚會改以網上進行，直至另行通知： 

  3.1 青少年主日學及團契 (約拿單團) 

  3.2 少年崇拜、主日學及團契 (摩西團) 

  3.3 深兒天地 (小學級) 
  
 4. 下列各級崇拜及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4.1 青少年崇拜 

  4.2 深兒天地 (幼稚級) 

  4.3 嬰幼兒崇拜 

  4.4 兒童詩班及少年詩班練習 
  
 5. 教會開放時間改為： 

星期一至六上午 9:00至下午 5:00；星期日上午 8:00至下午 5:00。 
  
 期間，教會同工仍會繼續在辦公時間內當值。如兄姊有任何需要，可致
電教會與同工聯絡。教會亦會密切留意疫情及政府之安排而隨時就聚
會安排作出適切的更新。會眾請隨時留意教會之網頁、FACEBOOK 及
Whatsapp訊息廣播之最新消息。 

  
2. 網上專題講座 (不設現場聚會，以 ZOOM進行) 

日期：8月 29日(六) 

時間：下午 2:00-4:00 

主題：崇拜傳統 

講員：鄧紹光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 

報名：請於 8月 28日(五)中午 12:30前致電、電郵(info@sspbc.org.h

或以下列連結登記 https://bit.ly/3kM7Dsn 

info@sspbc.org.h或以下列連結登記
info@sspbc.org.h或以下列連結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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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日祈禱會 

日期：8月 30日(下主日) 

時間：中午 12:30 

以 zoom形式進行。鼓勵兄姊參與，同心為社會和教會禱告守望。 

ZOOM連結：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會議 ID：185532357) 
  

4. 主日學部「聖經研習及信徒培育課程」之最新安排 

本季課程將會延長至今年 12月，除下列三班會使用 zoom繼續進行外，
其他班別會待教會恢復實體聚會後方才復課。 

使用 zoom進行之班別包括： 

1. 信仰基要班 (導師：曹慧芳傳道) 

2. 舊約綜覽(一) (導師：莫錦榮傳道) 

3. 歷代志上 (導師：馮靄娉姊妹) 

上課時間為主日上午 9:45-10:45，課程連結會由導師個別發給各學員。 
  

5. 週三祈禱會 

8月主題：彼得前書：在真恩上站立得住 

主領：盧遠志傳道 

祈禱會在成人實體崇拜未恢復前，將只安排以 ZOOM 進行，請兄姊依
時(週三晚上 8:00-9:15)登入下列連結參與。 

ZOOM連結：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會議 ID：185532357) 
  

6. 教會將於 9月 13日舉行教育主日。若本會會友或其子弟今年應屆畢業
者，可於 9 月 6 日前以電郵通知教會，以便教會為你感恩祈禱及致送
禮物。電郵中請提供下列資料：畢業者姓名、聯絡電話及修畢課程 (幼
稚園/小學/中學/學生/碩士/博士等)。 

  
7. 凡已受水禮之兄姊，可由 8月 23日(今日)起上午 9:00至晚上 10:00親
身或派代表到地下大堂向保安員登記索取主餐套裝 1 份，以便在 9 月
6日(主日)崇拜期間同步按主禮牧師的帶領同領主餐。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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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1-2022年度各部部員候選人及 2020年選任執事的名單及其簡歷已
郵寄予各會友，以便會友審查。若會友有反對理由，請最遲於 8月 30

日前將資料呈交提名委員會，以作詳細研究。 

資料更正： 

主日學部候選人劉炯宇弟兄之職業錯寫為「退休人士」，劉弟兄之職業
實為「事務律師」 

聖樂部候選人郭家樂弟兄之職業應為「法庭聯絡主任」 

財務部候選人馮麗玉執事加入本會之年份為「1977年 7月」 
  

9. 教會奉獻狀況 

 6月 
奉獻收入 

1-6月 
奉獻收入 

1-6月需要 
奉獻收入 
對比需要 

575,000 4,651,000 7,110,000 (2,4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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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流而上 – 疫下信徒生活建議 (part 2) 

丁贊鴻牧師 
 
上週與大家分享了兩點疫下信徒生活建議：保持儆醒勿掉以輕心、活
出彼此關愛生命；今日再分享兩點： 
 
1 善用網絡、交往集＂資＂ 

1.1 收集最新資訊、應對世局變化 — 現今世代瞬息萬變，掌握精
確資訊能幫助我們準確判斷形勢，作出適切回應！不過網絡世
界信息泛濫、真假摻雜，必須檢查真確度(Fact Check)及小心辨
識。以下是一些我認為可信賴的網站，幫助我們更明智地應對
疫境。 

1.1.1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疫境更新網 

https://www.hkchurch.org/feb-2020，疫境更新、疫境靈思等
分享是疫下很好的分析及反思 

1.1.2 立場新聞網 https://www.thestandnews.com/，報導持平、 

緊貼時局、內容豐富、分析精闢合理 

1.1.3 香港電台 https://www.rthk.hk/ 當中不少製作，如鏗鏘集、
視點 31、延後之戰、想點、新聞天地、千禧年代、議事
論事等節目都甚有水準，給我們從不同角度了解 

時局的變化及對港人的影響，幫助我們更加看清時事、 

掌握局勢 
 

1.2 維持與人交往、彼此支援守望 — 限聚令攔阻實體人際交往，
削弱群體力量、違反人類共同需要。如何解決這困境？互聯網
的社交平台正正發揮了補足的作用！Facebook、Whatsapp、
Zoom、Google Meeting等大派用場，成為限聚下的救命丹，相
信也大大改變日後人與人交往的模式/習慣呢！但我們要切記：
虛擬永不能取代實體的接觸！今日的教訓提醒我們應當真惜、
把握可相聚的機會，與人建立真實又堅實的關係，結集力量，面
對患難的挑戰。 

 
1.3 交流資源/資訊、互助共同抗疫 — 資訊與資源是解難的重要因

素，誰可手握其中，誰便勝算大增！俗世教導我們需保障自己、
私留己用；但作為基督徒，主耶穌親身示範了捨身成仁的榜樣，
我們又怎能單顧己利呢！趁此逆境學習與人分享你的好處，說
不定讓你反而得著更多、日後你缺乏時救你一命呢！況且，我
們擁有的都是從神而來，作為有智慧的管家善於運用、遵行神
的吩咐祝福他人，這就是信心生活呢！ 

https://www.hkchurch.org/feb-2020
https://www.thestandnews.com/
https://www.rt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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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仰望上主活在當下 (Hope in God, Here I Live !)  
 
2.1 以信仰(正向)面對逆境 — 新年時掛揮春為新一年祈福，常用”

四季平安”、”一帆風順”等內容，說明人生不時遭遇患難、經歷
險阻。逆境既不能避免，我們如何面對？信仰能加強我們正面
的力量面對、甚至勝過逆境！「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
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 46:1)、「耶和華本為
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祂的人。」(鴻 

1:7) 倚靠神的大能幫助，困難成為我們鍛鍊信仰的場所，最大
的艱難也不算甚麼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
33:25) 
 

2.2 美麗人生 活在當下 — 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是一齣我很
喜歡的電影，內容講述父親基多(Guido)如何幫助不到 10 歲的
兒子約書亞(Joshua)，在猶太集中營中積極、喜樂地以遊戲的心
態，超越極度艱難、危機四伏的生活環境，最終得著釋放，與母
親朵拉(Dora)重聚！艱難的環境不錯會令生活百上加斤、添煩添
亂，但不一定奪去我們生命的光釆！活在當下雖然艱難，但仍能
體驗人生的美麗愉悅、驚艷處處！力克。胡哲(Nick Vujicic)不就
是極好的例子嗎？身體缺陷沒有磨滅他追求卓越生命的渴求，
反倒激發他屢創奇蹟，克勝一個個難處！與其怨天尤人、愁雲慘
霧渡日，倒不如放手交託予神、以凡事謝恩的心態”享受”及”發
現”神給我們時刻的帶領與供應，豈不妙哉！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4616&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269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269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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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一) 肢體消息 
1. 軟弱肢體： 

莊巧群、鄧佩琼、鄧哲明、張麗雲、關玉冰、蘇麗如、歐陽植洪、 

莫桂雲、劉桂蓮、陳琼消、黎日蓮、劉恩德、張燕心、鄧碧珍、 

鄧玉嬌(周淑玲姊妹之母親) 

* 鼓勵各位可表達關心或提名為個別肢體禱告，亦可向教牧查詢個別 

肢體的近況。 
 

(二) 教會事工 
1. 為 8月 30日主日崇拜各司職及直播安排代禱。(講員：朱活平牧師) 

 
2. 為教會關顧部眾部員： 

願部員有智慧和愛心地組識探訪和關懷事工，將主的愛帶到被關顧者。
成員：鄺佩雯(部長)、姜惠微(副部長)、李麗珍、蕭潔冰、李榮愛、 

楊文志、楊富強、饒凌峯、張麗珍；負責同工：曹慧芳傳道 
 

3. 為教會兄姊：能夠放下身量，用心真誠待人，並將感動化成具體的行
動，活出愛鄰如己的信。 
 

4. 受疫情反覆影響，教會需要再次暫停實體聚會。記念牧者和長執如何
繼續關心和牧養弟兄姊妹；幫助眾兄姊在受限制的環境中仍能對準
上主，忠心敬拜。 

 
(三) 社會世界 
1.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過 2100萬宗，逾 77多萬人死亡。求主
施恩止息疫情，醫治患病者、加力量予各醫護人員，並在惶恐不安的
日子中安慰市民的心，賜下平安。 
 

2. 為世界禱告： 

記念白俄羅斯及泰國的反政府示威、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口爆炸事
故的善後工作。求主憐憫這個世代，賜下平安。 
 

3. 為香港禱告： 

在政治和社會充滿矛盾和紛亂的日子中，求主幫助信徒能按聖經的
教導去思考和辨識，行事為人合乎主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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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兄姊顧念神家的需要，以金錢奉獻，支持教會的事工推動。 
請兄姊在奉獻中註明奉獻的項目： 
堂費 / 感恩 / 差傳 / 慈惠 / 鮮花 / 瓦磚樑 
(1瓦=$1,000；1磚=$10,000；1樑=$100,000) 
 
 
 
奉獻方法 
1. 以奉獻封存入現金或支票，並投入教會奉獻箱內 
2. 以支票或轉帳方式直接存入教會的銀行戶口 (滙豐 005-6-035322) 
3. 以「轉數快」存入教會的銀行賬戶並在附註內說明 
姓名及奉獻項目 (識別碼 6719009 /QR CODE)  
 
 
 
 
 
轉賬後請於兩星期內將資料(包括姓名、款額、存款日期、聯絡電話、 
奉獻項目等)及入數紙(如有)以電郵或傳真方式交回教會。 

 
註： 
1. 本會為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奉獻及捐款可獲稅項扣減。兄姊如
需奉獻收據作報稅減免用途，必須於奉獻封以收據名字具名，以符合
香港政府稅務條例。 

2. 奉獻$100或以上，可獲本會發出奉獻收據。本會每年 4月將按兄姊需
要發出全年奉獻收據。如特別需要就個別奉獻發出收據，請特別提出。 

3. 各項收費將不會計算在全年奉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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