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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主    題： 與鄰同行 
日  期： 主曆二零二二年十月二日(日) 
時  間： 上午八時三十分(早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午堂崇拜)   

  崇敬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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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 詩篇 112 篇 1 節 ...........................  主席／眾立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 

 

   
祈  禱：  .........................................................................................  主席／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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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讚美飛揚】(國語) (世 24)  
                                                                                                 在這美麗的時刻，我們相聚在一起， 
神的愛擁抱著我們，神的靈充滿這地。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擊鼓跳舞揚聲歡呼，凡有氣息都要讚美祂。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 
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 
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誠心敬拜】  

 全心歡欣，屈膝敬拜，頌讚你永活神， 
誠心歡欣，屈膝敬拜，讚美你萬世君， 
無所不知真理運行，智慧遍佈穹蒼， 
難料蹤跡，不可測透，卻捨身救贖我。  
   
 頌讚祂，永生神，傾出一生捨己為救恩， 
頌讚祂，至高神，基督恩典一生永護蔭。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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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唱：  .................................... 【神大愛】 .................................  領詩 / 眾坐 
   

 我唱出，神大愛，神豈有難成的事。 
人生路，常起跌，祢話語叫我永不動搖。 
 
在世間，能遇祢，迷了路有主引導。 
常施恩，常看顧，祢杖扶持，祢竿引領。 
 
何時我跌倒，何時祢扶持，危難遇風雪，祢必庇佑。 
前途在祢手，牽我到白頭， 
守護我，從今天起，直到永遠。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版權 所有  
   

  省察靈命   
   

每月金句： ….…......………..路加福音10章26-27節…….….……… 主席 /眾坐 
   
 耶穌對他說： 
「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是怎樣呢？」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
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默想經文： ….…......……..帖撒羅尼迦前書 2 章 3-4 節.…..………. 主席 /眾坐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 
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 
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 
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反思祈禱：  .................................................................................................  主席 / 眾坐 

   
  恭聆主道   

 
獻  頌：  ...................... (午堂)【主，求讓我知道】 ...................  教 會 詩 班 

   
 Oo..主！求讓我知道，親愛主！ 
開啟我有限智慧心竅，讓我漸次洞察生死奧秘！ 
日愁煩、晚悲痛，親愛主！ 
心想要良善、歸正，但卻惡行滿身，啊！恩主請幫我， 
誠實面對本我，救我出黑暗、離罪孽、見上帝！ 
主！求讓我感戴，親愛主！福庇我，每夜，每光晝， 
讓我洞察是祢關心，施恩，唯獨祢乃真愛，喪生！ 
親替代我。親愛主，求祢聽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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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救我出黑暗、離罪孽、見上帝！ 
主！求讓我超脫，親愛主！光照我上路回家去， 
洞察上帝妙愛全然實現，無限美，啊！天國！ 
信心、希冀、望盼……主！求讓我可以面見祢！ 

   
讀  經： ………..…..利未記 1 章 1-2，7 章 37-38 節….…....… 主席 /眾坐 

   
1:1. 耶和華從會幕中呼叫摩西，對他說：  

   
2.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中間若有人獻供物給耶和華，
要從牛群羊群中獻牲畜為供物。 

 

   
7:37. 這就是燔祭、素祭、贖罪祭、贖愆祭，和平安祭的條例，

並承接聖職的禮， 
 

   
38. 都是耶和華在西奈山所吩咐摩西的， 

就是他在西奈曠野吩咐以色列人 
獻供物給耶和華之日所說的。 

 

   
信  息：  ........................ 利未記(一)：就神的道路  ...................  丁贊鴻牧師 

   
回應詩歌：  .................................. 【與鄰同行】 ...............................  領詩 / 眾坐 

   
 耶穌願為我犧牲在十架，流血為除掉我罪， 
神恩豐足使我得安泰，滿足全因祢應許。 
耶穌福音可將生命改變，傳遍世界各土地， 
耶穌吩咐傳好信息，叫鄰舍也得真理。  
   
 關心彼鄰一起同行，恩主裡扶助建立， 
互助勉勵彰顯主恩，面對困惑不膽怯。 
耶穌施恩賜與生命改變，能得到更豐盛， 
耶穌吩咐傳好信息，叫鄰舍也得福氣。  
 蕭文耀傳道創作  

   
主  餐：  ………………………………………………………………………… 丁贊鴻牧師 

   
  誠心獻呈   

   
家事分享：  ..............................................................................................  丁贊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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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奉獻： .….....1.主日奉獻(紅袋)；2.建堂還款奉獻(綠袋)…..… 主席 / 眾坐 

 (奉獻乃是信徒本份，非信徒可自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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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詩歌：  .................................. 【誠心奉獻】 ...............................  主席 / 眾立 
   

 感謝頌讚上帝，誠心奉獻報答主恩，我願俯伏敬拜。 
求主堅立我手所做，讓我榮耀祢名。 
感謝頌讚上帝，誠心奉獻報答主恩， 
我願俯伏敬拜，感謝頌讚上帝。 

 

 蕭文耀傳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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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願天父賜福與你】 .........................  領詩 / 眾立 

   
 願天父賜福與你，願聖靈教導你真理， 
願救贖主天天與你一起，願三一神時刻保守你。 
牽你手走過一切苦與愁，抱緊你面對一切悲與憂， 
引導你，呼召你去或留，主的心意最美善，一心尋求， 
主的心意最美善，一生尋求。 

 

 蕭文耀傳道創作  
   

殿  樂： ……………………………..(默禱) .......................................  眾   坐 
 (歡迎與教牧同工分享近況，為您代禱。)   

 
 

講道篇… 
生命反思： 
 
1.「聖潔」除了是不犯罪、潔淨外，還有甚麼更重要的意思？ 
2. 你有想過如何在今天的生活中，活出「分別出來」的樣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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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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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歡迎會眾會後與教牧同工分享近況，為你代禱。 

  
2. 蔣定邦傳道將於 11月 1日起離任本會傳道一職。感謝蔣傳道過去三年
在本會的忠誠事奉，願主帶領他的前路。 

  
3. 教會 10-12月第四季的主題為：與鄰同行 
每季一經：利未記 
每季一書：《務要傳道，實踐有法》(羅錦庭，香港短宣中心，2021) 
會眾可掃瞄此二維碼或進入連結取得本年季 (10-12月)  
與季題相關的活動內容及相關資料。https://qrco.de/bdNJmW 

  
4. 傳訊部主辦 聖經展嘉年華 

 
1 聖經小遊戲 

填寫附於崇拜程序表上的小遊戲，稍後
自行對答案，然後可領獎品乙份。 

2 聖經問答比賽 10月 2日(今天)下午 2:00於二樓禮堂舉行 

3 「聖經的流傳」講座 
10月 9日(日)下午 2:00於 405室舉行 
講員：梁榮森牧師 

4 文士工作坊/電腦遊戲 10月 9日(日)下午 2:00於 406室舉行 
5 兒童聖經遊戲 10月 9日(日)下午 2:00於 G01室舉行 
6 書攤 10月 9、16日(日)崇拜後於禮堂舉行 

   
 10月起於三樓走廊及 G01室備有聖經歷史長廊、聖經巡禮及兒童部聖
經手工展，歡迎會眾前往參觀。 

  
5. 10月 16日(主日)為教會立會 67周年聯合崇拜，崇拜時間為上午 11 時。

當日主日祈禱會如常上午 9:40於禮堂舉行。 

青少崇及少年崇拜將參與聯合崇拜。兒童部深兒天地及爬爬班如常進行。 
  

6. 教會明年事工分享會 
日期：10月 16日(主日)；時間：下午 12:30-1:30；地點：二樓禮堂  

請各部部員出席，亦歡迎有興趣之兄姊參加。 
  

7. 十月週三祈禱會 
時間：逢週三晚上 8:00-9:15；地點：地下 G01室 
聚會同時以 ZOOM進行，兄姊可依時登入下列連結參與：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會議 ID：185532357) 
主題：學習禱告—大祭司的禱告 (主領：丁贊鴻牧師)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earch&type=product&match=exact&field=author&text=%E7%BE%85%E9%8C%A6%E5%BA%AD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earch&type=product&match=exact&field=publisher&text=%E9%A6%99%E6%B8%AF%E7%9F%AD%E5%AE%A3%E4%B8%AD%E5%BF%83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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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球聖經公會主辦，本會協辦 免費專題講座—舊約聖經今讀 
1. 10月 07日(五)：歷代志今讀     (講員：黎永明博士) 
2. 10月 14日(五)：耶利米哀歌今讀 (講員：李穎婷博士) 
時間：晚上 7:30-9:30；地點：二樓禮堂。無需報名。查詢：蔣定邦傳道 
會眾可於講座後七日內在 Youtube重溫內容。
https://www.youtube.com/c/WWBSonline/featured 

  
9. 9 月例會摘要 
 通過教會與深校在新學年維持每月以 3:7 比例來分擔水電、保安及
設備維修開支費用。 

 續聘蔣定邦傳道至 2022年 10月 31日。 
 續聘盧遠志傳道三年，由 2022年 10月 8日至 2025年 10月 7日。 
 成立修章小組以審視現有的《組織及治會章程附則》成員包括梁慶儀
執事(召集人)、丁贊鴻牧師、曾惠安執事、黎國鴻執事及劉炯宇弟兄。 

 成立小組以商議新 C維網絡「會友資訊系統」的建構及日後運作，
成員包括關耀祖執事(召集人)、譚梓琛執事、尹仲禮執事、黃綺雲姊
妹及趙佩儀幹事。 

  
10. 部員選舉會投票結果 
總投票數：157票；有效票：157票 
候選人所得之贊成票需佔有效票 50% (即 79票)或以上方為當選。 
全體候選人均當選，任期兩年，由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候選人(得贊成票) 
主日學部 鄭樹傑(139) 張永強(146) 劉炯宇(146) 曾浩榮(138) 
助道部 劉小慧(153) 尹仲禮(155)   
傳道部 陳艷霞(140) 張永強(148) 饒凌峯(153)  
聖樂部 陳敏儀(151) 張永強(141) 鄧艷芬(145)  
兒童部 姜惠微(147) 梁詠恩(149)   
青少部 伍頌軒(151) 黃耀光(150)   
教育部 陳志威(139)    
關顧部 陳靜珊(143) 張麗珍(149) 楊富強(143)  
傳訊部 陳志威(137) 蘇麗如(147)   
管業事務部 霍耀祖(146) 李港生(149) 梁志輝(134) 黃榮輝(131) 
財務部 馮麗玉(148) 何珊珊(146) 羅秀賢(147)  

   
11. 選任執事選舉會投票結果 
總投票數：157票；有效票：157票 
候選人所得之贊成票需佔有效票 75% (即 118票)或以上方為當選。 
兩位候選人均當選，任期三年，由2022年9月25日至2025年9月24日。 

 陸少彬 (146) 尹仲禮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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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月 4日(二)重陽節假期，教會辦公室暫停辦公，請會眾留意。 
  

13. 上主日(9月 25日)各級崇拜聚會人數及奉獻情況 
 大堂成人崇拜：(早堂) 94人；(午堂) 198人 
 青少崇 少崇 深兒(小學) 深兒(幼級) 爬爬班 

成員 導師 成員 導師 成員 導師 成員 導師 親子 導師 

生活營 13 6 30 9 28 10 3對 4 
   

 堂費 重建還款 其他 合計 
$26,265.50 $500.00 $336,887.58 $363,653.08 

   

   代禱事項 

(一) 肢體消息 
1. 會友溫李美珍姊妹於 9月 5日(一)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 10月 8日

(六)下午 1:00假九龍殯儀館舉行，願主安慰其家人。 
2. 會友楊文禮執事於 9月 22日(四)安息主懷，願主安慰其家人。 
3. 軟弱肢體：楊鳳貞、張燕心、林碧英、關艷玲、李梽宏、陳仲琴、 

林麗芬、李金愛 (關艷玲姊妹之母親) 
 
(二) 教會事工 
1. 為下週各級崇拜講員及司職代禱。 
2. 為教會兄姊：願聖靈光照我們，使我們能好好作計劃，為主作美好的事。 
3. 記念教會牧者為來年事工的發展及方向進行商議，求主賜下異象及智慧。 
4. 記念教會聘請傳道同工，願主親自帶領、預備。 
5. 為上主日選舉會中當選之眾部員及兩位選任執事(陸少彬弟兄及尹仲
禮弟兄)禱告。願主堅定他們事奉的心，彼此配搭，同心建立教會。 

6. 為教會聚會的安排和進行禱告： 
 10月傳訊部舉行聖經展嘉年華 (問答比賽/講座/工作坊/展覽等) 
 10月 4日助道部舉行部員、職員及導師退修會 
 10月 7、14日環球聖公會主辦(本會協辦)之免費專題講座 
 10月 30日兒童部舉行「聽。講。好好玩」親子全日營 

 
(三) 社會世界 
1. 為世界的戰爭和動盪禱告，願主憐憫世代，止息紛亂。 
 俄烏戰爭持續；俄羅斯發生校園槍擊案 
 油價、糧食價格暴漲；匯市之波動、息率上升等加增世界動盪不
穩，人民生活百上加斤，埋伏暴亂危機 

2. 為香港疫情祈禱。願政府有智慧去計劃防疫政策，叫受影響的市民得到
適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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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2022 年 10 月 2 日  2022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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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贊鴻牧師 蔣定邦傳道 

主席： 何張麗珍執事 郭鄺萍貞姊妹 陸黎月娥姊妹 黎國鴻執事 
領詩： 林嘉盈姊妹 張永強弟兄 張頌揚弟兄 鄺煦晴姊妹 

司琴： 郭陳慕慈姊妹 
游梁樂欣姊妹 
尹梁梓齡姊妹 

尹梁梓齡姊妹 吳鄺栩穎姊妹 

影音員： 
郭家健弟兄 
朱志強弟兄 

李港生弟兄 
霍耀祖弟兄 
饒凌峯弟兄 

蕭麗萍姊妹 
廖鎮幫幹事 

林志偉弟兄 
李笑梅幹事 
黃健海弟兄 

司事： 

黃玉瑛姊妹 
戴鳳素姊妹 
何詠恩姊妹 
李關玉冰姊妹 

余佩珊姊妹* 
曾惠安執事 
楊富強弟兄* 
陳俊傑弟兄* 
陳陳美慧姊妹* 
張何瑞芬姊妹 
黃穎雪姊妹 
余羅德燕姊妹 

羅秀賢姊妹 
張陳靜珊姊妹 
張永強弟兄 
黃雪穎姊妹 

曾楊文志姊妹 
任秀珍姊妹* 
陳侯嶺英姊妹* 
陳家明弟兄 
楊黃佩琼姊妹 

接待大使： 鄭樹傑弟兄 
鄭黃偉倫姊妹 
曾上元弟兄 

鄭樹傑弟兄 
鄭黃偉倫姊妹 
曾上元弟兄 

詩班： — 教會詩班 — — 

插花： 曾浩榮弟兄 鄭王綺雯姊妹 

司數：  葉義洪弟兄 葉義洪弟兄 

青少年崇拜： 青少崇及少崇(聯合) 
(講員) 盧遠志傳道 

青少崇及少崇(聯合) 
(講員) 盧遠志傳道 少年崇拜： 

 
午堂崇拜司事有*者，請崇拜後與司數長協助司數 
……………………………………………………………………………………………………………………………………………………………….. 
10 月 2 日(本主日)主餐襄禮 
(早堂) 1.關耀祖執事 (為餅祈禱)、2.尹仲禮執事 (為杯祈禱)、3.陸少彬執事、4.譚梓琛執事 
(午堂) 1.梁慶儀執事 (為餅祈禱)、2.曾惠安執事(為杯祈禱)、3.梁振明執事、4.劉小慧執事、5.何張麗珍執事 

6.尹仲禮執事、7.曹慧芳傳道、8.蔣定邦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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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付款人已登記轉數快的銀行戶口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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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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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6-1581；傳真：2387-1270；廣播群組WS：6127-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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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 蔣定邦傳道 盧遠志傳道 蕭文耀傳道 黎翠欣傳道 梁翟凱欣傳道 曹慧芳傳道 (半職) 

執行幹事： 何趙佩儀姊妹 
幹事： 李笑梅姊妹 廖鎮幫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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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