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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本月主題： 樂齡月 
日  期：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九日 
時  間： 上午八時半(早堂)；上午十一時(午堂) 

 
  崇敬讚美   

 
序  樂：  .................................. (安靜、默禱) ………………………. 主席 /眾立 

 
宣  召：  .............................. 詩篇 33 篇 1-3 節 ...........................  主席／眾立 
   

 義人哪，你們應當靠耶和華歡樂； 
正直人的讚美是合宜的。 

你們應當彈琴稱謝耶和華，用十弦瑟歌頌他。 
應當向他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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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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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頌揚】  
   

 請張開雙手稱讚上帝，將心歸向全能上帝！ 
心中響往主聖潔上帝，感恩頌讚獻給主！ 
因祂的供應恩典中盡獻，祂的寛恕常常勵勉； 
祂的看顧分秒也未變，祂的厚恩沒改變。 
我渴求！上帝恩典裏逗留。我渴求！每天向祢尋求。 
獻頌揚，上帝恩如此多麼深厚，獻奉感恩，獻上所有！  

 版權屬 共享詩歌 所有  
   

 【我尊崇祢】(世 22)  
   

 主耶和華，祢至高超乎全地， 
祢已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 
主耶和華，祢至高超乎全地， 
祢已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  

   
 我尊崇祢，我尊崇祢，我尊崇祢，啊！主， 
我尊崇祢，我尊崇祢，我尊崇祢，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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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唱：  .............................. 【獻上最美樂韻】 ...........................  領詩／眾坐 
   

 來讚美稱頌上主聖名，來高歌宣告上主得勝， 
來獻上最美麗樂韻，天下萬物盡獻悅耳聲， 
齊高聲稱讚上主妙奇，齊拍手慶賀上主勝利， 
盡心思高舉救主十架，歡慶主愛永念記。  

   
 天下萬務盡是虛空，一切事物都如風， 
只有上帝恩典永存，一生願意跟從。 
來讚美稱頌上主聖名，來高歌宣告上主得勝， 
來獻上最美麗樂韻，天下萬物盡獻悅耳聲， 
齊高聲稱讚上主妙奇，齊拍手慶賀上主勝利， 
盡心高歌稱讚主大恩，天天數算永念記。  

 蕭文耀傳道創作  
   

  省察認罪   
   

默想經文： ..…..…………….… 箴言 16 章 1-6 節 …..……............... 主席 /會眾 
   

主席： 心中的謀算在乎人；舌頭的應對由於耶和華。  
   

會眾：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 
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主席：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會眾： 耶和華所造的，各適其用； 
就是惡人也為禍患的日子所造。  
   

主席： 凡心裏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 
雖然連手，他必不免受罰。  
   

齊： 因憐憫誠實，罪孽得贖；敬畏耶和華的，遠離惡事。  
   

認罪祈禱：  .................................................................................................  主席 / 眾坐 
   

  恭聆主道   
 

讀  經：  ........................ 以賽亞書 2 章 6-22 節 .........................  主席 /眾坐 
   

6. 耶和華，你離棄了你百姓雅各家， 
是因他們充滿了東方的風俗， 
作觀兆的，像非利士人一樣，並與外邦人擊掌。 

 

   
7. 他們的國滿了金銀，財寶也無窮； 
他們的地滿了馬匹，車輛也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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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們的地滿了偶像； 
他們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頭所做的。 

 

   
9. 卑賤人屈膝；尊貴人下跪；所以不可饒恕他們。  

   
10. 你當進入巖穴，藏在土中， 

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他威嚴的榮光。 
 

   
11. 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 

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獨耶和華被尊崇。 
 

   
12. 必有萬軍耶和華降罰的一個日子， 

要臨到驕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為卑； 
 

   
13. 又臨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樹和巴珊的橡樹；  

   
14. 又臨到一切高山的峻嶺；  

   
15. 又臨到高臺和堅固城牆；  

   
16. 又臨到他施的船隻並一切可愛的美物。  

   
17. 驕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 

在那日，惟獨耶和華被尊崇； 
 

   
18. 偶像必全然廢棄。  

   
19. 耶和華興起，使地大震動的時候， 

人就進入石洞，進入土穴， 
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他威嚴的榮光。 

 

   
20. 到那日，人必將為拜而造的金偶像、 

銀偶像拋給田鼠和蝙蝠。 
 

   
21. 到耶和華興起，使地大震動的時候， 

人好進入磐石洞中和巖石穴裏， 
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他威嚴的榮光。 

 

22. 你們休要倚靠世人。 
他鼻孔裏不過有氣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甚麼呢？ 

 

   
信  息：  .................................... 選擇甚麼？ .................................  蕭文耀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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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 【選擇甚麼】 ...............................  領詩 / 眾坐 
   
 世人眼中只看重金銀，世人內心只追逐權能， 
心中只盼主宰一切，甚至可以取代上帝。 
 
世人每天充滿哀愁，世人內心虛空沉浮， 
心中希冀得到歡笑，但卻失去盼望碰礁。 
 
今天你要怎麼選擇？討主喜悅或是討主懲罰？ 
今天你要謙卑倚賴？還是高傲自我擁戴？ 
來吧！在上帝光中行走，在聖靈裡禱告祈求， 
來吧！在上帝恩中成長，在主裡得著歡暢。 

 

 蕭文耀傳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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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禱) .......................................  眾   坐 

 
殿樂後會眾彼此問安 

(歡迎與教牧同工分享近況，為您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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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篇… 
 
信息：選擇甚麼？ 
經文：以賽亞書 2 章 6-22 節 
講員：蕭文耀傳道 

 
生命反思： 
1. 人生中有很多選擇，你會尋求神的心意嗎？ 
2. 終有一天上帝會審判，你會怎樣面對？ 
 

 

 

 

 

 家事分享 

1. 歡迎各位新來賓蒞臨參與崇拜。敬請留下通訊資料並將填妥之來賓留
名表交回接待大使，散會後請移玉步至大堂來賓接待處，彼此認識。 
願本教會成為你屬靈的家。此外，也歡迎會後與教牧同工分享近況，為
你代禱。 

  
2. 因應政府宣佈全港小學小一至小三年級、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暫停面授
課堂至 12月 6日，本會深兒天地現實施下列措施，請會眾留意： 

 1. 深兒天地(小學級) 
11月 29日至 12月 6日暫停實體聚會，並改為於主日上午 9:45-10:45
以 zoom進行。 

 2. 深兒天地(幼稚級) 
11月 15日至 12月 6日暫停實體聚會，並改為於主日上午 9:45-10:15
以 zoom進行。 

  
3. 11月份例會、明年事工及預算大會、選任執事選舉會 
日期：11月 29日(今日)；時間：午堂崇拜後；地點：禮堂 
會議議程已張貼於二樓大堂壁報板，請兄姊查閱。 
鼓勵兄姊出席，一同為教會禱告守望並關心教會事工發展。 
選票最遲請於今日中午 12:30前送交本會，逾期作廢。 

  
4. 凡已受水禮之兄姊，可由 11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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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6日(主日)崇拜期間同步按主禮牧師的帶領同領主餐。 

  
5. 有意訂購《每日讀經釋義》(2021 年 1-3 月)者，請到大堂向幹事登記及
繳費。費用：$39(普通版)；$46 (大字版)。截止訂購：12月 13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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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年度教會聖誕及歲晚聚會 
 1. 聖誕佈道主日：平安@聖誕 (講員：蔣定邦傳道) 

日期：12月 20日(日) 
時間：上午 8:30 (早堂崇拜)/上午 11:00(午堂崇拜)；地點：二樓禮堂 
鼓勵各位邀約親友同來敬拜、領受福音。 
如會眾需要更多單張作邀約之用，可到大堂取用。 
若會眾已有邀約對象，可到大堂領取「安得烈行動」表格 
或於此連結 https://bit.ly/3l0JHBr填上對象的名字， 
以便教會在週三祈禱會內提名代禱。    

 2. 聖誕崇拜暨浸禮及轉會禮 
日期：12月 25日(五)；時間：上午 10:00；地點：二樓禮堂    

 3. 歲晚感恩見證分享會 
日期：12月 27日(日)；時間：下午 2:30至 4:30；地點：G01室 
內容：詩歌、祈禱、見證分享 
如兄姊有意於分享會中分享見證，請於 12月 20日前向教牧同工或
幹事報名，方便安排見證流程。    

 4. 義賣日 
目的：為教會重建還款籌款 
日期：12月 27日(日)；時間：上午 8:00至下午 5:00；地點：地下大堂 
每位兄姊可送出一至三份全新義賣物品(不接受已開封或本年底前
到期之食物)，然後自訂價錢，在 12 月 6 至 20 日期間交到辦公室
登記。未能賣出的物品在活動完結後需由物主自行取回。 

  
7. 週三祈禱會 

12月主題：我們與(不)信的距離 (主領：吳周芷韻傳道) 
日期 分題 
2/12 與信心的距離：小信的亞伯拉罕? 
9/12 與經歷神的距離：迷失到底的雅各? 

16/12 與揀選的距離：不蒙祝福的以掃? 
23/12 與初心的距離：被自我蠶食的基甸? 
30/12 與召命的距離：被代價壓傷的參孫? 

時間：逢週三晚上 8:00至 9:15；地點：地下 G01室 
祈禱會除安排現場聚會外亦同時安排以 ZOOM 進行，兄姊可登入下列
連結參與：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會議 ID：185532357) 

  
8. 上週六(11月 21日)週六崇拜：人數：17人；奉獻：$1,065 

 上主日(11月 22日)各級崇拜聚會人數 
 大堂 青少崇 少崇 深兒(小學) 深兒(幼級) 嬰幼兒 
早堂 午堂 成員 導師 成員 導師 成員 導師 成員 導師 

暫停 
89 197 19 8 15 6 22 12 暫停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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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日(11月 22日)奉獻情況 

 

堂費 重建還款 其他 合計 
$18,880.5 $36,720 $14,410.7 70,011.2 

     

代禱事項 

(一) 肢體消息 
1. 會友曾銘亮弟兄之父親曾心弟兄於 11月 2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 12
月 5日(六)上午 10:30假世界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2. 會友劉虹戀姊妹之丈夫潘啟明先生(潘佩玲姊妹之弟弟)於 11月 3日離世，
喪禮將於 12月 2日(三)上午 10:00假屯門醫院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3. 會友許雅儀姊妹之母親鄧碧珍姊妹 11月 6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將於
12月 3日(四)晚上 8:00假世界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4. 巴拿巴團團友王秀蓮姊妹於 11月 10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12月
3日(四)下午 2:30假瑪嘉烈醫院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5. 會友羅鳳儀姊妹於 11月 26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6. 留院肢體：李鎧而、侯錦雄(侯嶺英姊妹之弟弟)、李松年(李非比姊妹之父親)  
7. 軟弱肢體：鄧佩琼、鄧哲明、張麗雲、關玉冰、莊巧群、歐陽植洪、 

林溫良、李淑德、莫桂雲、陳琼消、劉恩德、張燕心、黎燦、 
彭瀅之父母 

 

(二) 教會事工 
1. 為 12月 5、6日崇拜各司職及直播安排代禱。 
2. 為教會兄姊：能把握機會去事奉神，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3. 為教會管業事務部眾部員：求主讓部員能有智慧地保養和和管理教堂
建築物和設備。成員：李港生(部長)、陳仲偉(副部長)、梁志輝、李鎮
濠、黃榮輝、張景維、張文波、羅立志(負責同工)、梁振明(列席執事) 

4. 記念 11月 29日的選任執事選舉會。願會友一起印證候選人的靈命、德
行並事奉心志。 

5. 為 12 月 20 日聖誕佈道主日的籌備並弟兄姊妹擬邀請前來聚會的福音
對象代禱。 

 
(三) 社會世界 
1. 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禱告，求主憐憫，讓疫情早日受控，經濟及民生
能逐漸改善，患者可得康復，世界秩序能逐漸恢復。 

2. 為近日香港 covid-19 疫情及上呼吸道感染轉趨嚴重禱告，希望疫情能
盡快得著平息，讓社會盡快恢復正常，市民重投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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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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崇拜) 2020 年 12 月 5 日(六)下午 5:00 
講員：丁贊鴻牧師 
主席：陳歐愛芬姊妹；領詩：譚梓琛弟兄；司琴：陳吳東霖姊妹 
司事：陳家明弟兄；影音：鄭詠文姊妹 

主餐：曾惠安執事、蕭文耀傳道 
  

 2020 年 11 月 29 日 2020 年 12 月 6 日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早堂(上午 8:30) 午堂(上午 11:00) 早堂(上午 8:30) 午堂(上午 11:00) 
講員： 蕭文耀傳道 丁贊鴻牧師 
主席： 陳志威弟兄 劉玉英姊妹 曹慧芳傳道 馮靄娉姊妹 
領詩： 郭家樂弟兄 鄧陳鳳儀姊妹 陸少彬弟兄 彭陳敏儀姊妹 
司琴： 尹梁梓齡姊妹 鄺栩穎姊妹 郭陳慕慈姊妹 陳陳慧霞姊妹 

影音員： 
梁銘德弟兄 
李國欽弟兄 

李樂文弟兄 
梁國欣弟兄 
梁何文生姊妹 

郭家健弟兄 
朱志強弟兄 

李鎮濠弟兄 
林志偉弟兄 
黃健海弟兄 

司事： 
張永強弟兄 
張陳靜珊姊妹 
黃雪穎姊妹 

余佩珊姊妹 
袁浩庭弟兄* 
林嘉盈姊妹* 
鄭相穎弟兄* 
楊黃佩琼姊妹* 
羅秀賢姊妹 

孔施健姊妹 
梁綽恩姊妹 
陳恩諾弟兄 
傅家駒弟兄 

羅少光弟兄 
霍耀祖弟兄* 
梁志輝弟兄* 
梁馬國梅姊妹* 
曾楊文志姊妹 
林滿華弟兄* 

接待大使： 梁詠恩姊妹 
鄭黃偉倫姊妹 
曾上元弟兄 
鄭王綺雯姊妹 

梁詠恩姊妹 
鄭黃偉倫姊妹 
曾上元弟兄 
鄭王綺雯姊妹 

插花： 姜惠微姊妹 心映 
司數：  盧何珊珊姊妹 葉義洪弟兄 

青少年崇拜： (講員) 曹慧芳傳道 (講員) 關耀祖弟兄 
少年崇拜： (講員) 尹仲禮執事 (講員) 陸少彬弟兄 

 
司事有*者，請崇拜後與司數長協助司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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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口名稱：深水埗浸信會 (Shamshuipo Baptist Church)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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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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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水埗浸信會 (立會日期：1955 年 10 月 16 日)  
會址： 九龍長沙灣廣利道4號 
電話： 
傳真： 

2386-1581 
2387-1270 

網址： 
電郵： 

Facebook： 

www.sspbc.org.hk 
info@sspbc.org.hk 
深水埗浸信會 

主任牧師： 丁贊鴻牧師 
顧問牧師： 朱活平牧師 

傳道： 曹慧芳傳道 吳周芷韻傳道 蔣定邦傳道 盧遠志傳道 蕭文耀傳道  
執行幹事： 何趙佩儀姊妹；幹事：羅立志弟兄；助理幹事：李笑梅姊妹 

 

http://www.sspbc.org.hk/
mailto:info@sspb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