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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日崇拜程序 
主    題： 傳揚基督 
日  期：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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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篇 21-22 節........................  主席／眾立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 
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歡呼述說他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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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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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神】(國語) (世 38)     
1.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副歌)     

2.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副歌)     

(副歌)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傾出愛】  

   
 無窮大愛，於天上來，多廣闊，就如海， 
難盛載，難測透，不可理解， 
完全是你，與我共行，將心獻，沒離開， 
來活過願以畢生，傾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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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 基督深恩激發我，今一生得釋放， 
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 
基督深恩光照我，心熾熱在蔓延， 
你我一起，同心獻，傾出愛。  

 版權屬 泥土音樂 所有  
   

頌  唱：  ......................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國語) ..................  領詩 / 眾坐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祢的救恩是我盼望。 
雖然橄欖樹不效力，也許葡萄樹不結果， 
我仍因救我的神歡欣快樂。  

   
 我要讚美，無論得時或不得時。 
我要讚美，每天從日出到日落。 
我心堅定於祢，每天讚美不停， 
我要讚美，跳舞讚美，我要讚美，自由讚美， 
大聲歡呼祢是永遠得勝君王。  

 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省察靈命   
   

每月金句： ..…......……….... 哥林多前書 9 章 23 節….….…………. 主席 /眾坐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默想經文： ..….…........…….歌羅西書 3章 16-17節...…………….… 主席 /眾坐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 

用詩章、頌詞、靈歌， 
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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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聆主道   

   
獻  頌：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午堂)….…...……. 眾 坐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及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老師     
 望著你身旁，是那可愛臉容，用微笑講聲平安！ 
感恩今天能共你在主聖殿， 
敬拜齊心，一起勇向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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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危難有多美，同分擔喜與悲， 
互勵互勉體恤，彼此分擔代求，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一起走過危難有多美，同分擔喜與悲， 
互勵互勉體恤，彼此分擔代求，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讀  經： .………………...馬太福音 23 章 1-12 節……………….. 主席 /眾坐 

   
1.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  

   
2. 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3.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4. 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 

 

   
5. 他們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 
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繸子做長了， 

 

   
6. 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  

   
7. 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 。  

   
8. 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 
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子；你們都是弟兄。 

 

   
9.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 
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10. 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

就是基督。 
 

   
11. 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  

   
12.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信  息：  ........................ 不作「夫子」作「兒子」 .....................  梁淑德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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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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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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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2)  
 蕭文耀傳道創作  

   
  誠心獻呈      

教育事工分享：…………………………………………………………….. 主席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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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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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奉獻：  .. ……………………………………………………………………….. 主席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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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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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篇… (生命反思) 
1. 我們有多重視自身的教育呢？ 

2. 有多大動力尋求父神的旨意？多少樂意度跟隨主基督，學效他呢？ 

3. 他人在我們的生命中能看見我們是天父一手養育、基督全面教導的麼？ 

4. 以後我當怎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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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蒙本會榮休傳道梁淑德傳道證道傳遞神的心意，謹謝。 

  
3. 主日祈禱會 
日期：9月 18日 (下主日)；時間：上午 9:45-10:45；地點：二樓禮堂 
鼓勵會眾一同參與，為世界、為教會、為肢體彼此禱告守望。 
備註：當日之信徒培育及聖經研習課程將暫停一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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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16日(五)：大衛生平今讀   (講員：廖金源博士) 
2. 09月 23日(五)：以西結書今讀   (講員：葉希賢博士) 
3. 10月 07日(五)：歷代志今讀     (講員：黎永明博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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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關顧部免費專題講座—生前話死後：殯葬事情知多少? 
日期：9月 18日(下主日)；時間：下午 2:00-3:30；地點：地下 G01室 
講員：陳啟榮傳道 (恩臨萬邦慈善基金資深殯儀服務同工) 
無需報名。查詢：黎翠欣傳道 

  
6. 教會將於 9月 25日(日)午堂崇拜後舉行各部部員及選任執事選舉大會，
選票經已寄發予會友，請會友於 9月 25日(日)中午 12:30前將選票送/寄
交本會，逾期作廢。 

  
7. 有意訂購《每日讀經釋義》(2022年 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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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8日(主日)。 

  
8. 九月週三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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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作為起始的生命節奏 (主領：梁翟凱欣傳道)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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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月 12日(一)為中秋節後第二日假期，教會辦公室暫停辦公，請會眾留意。 
  

10. 同工休假 
盧遠志傳道：9月 11-16日(日至五)、9月 18日(日) 

  
11. 上主日(9月 4日)各級崇拜聚會人數及奉獻情況 

 大堂成人崇拜：(早堂) 86人；(午堂) 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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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9 12 6 38 12 29 9 6對 4 
   

 堂費 重建還款 其他 合計 
$168,043.4 $154,296.0 $207,684.2 $530,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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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安慰其家人。 

2.  留院肢體：楊文禮 

3. 軟弱肢體：楊鳳貞、張燕心、林碧英、關艷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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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末世，為主做那忠心且有見識的好管家，為承受天國作好預備。 

3. 為教會屬下兩所幼稚園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及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眾教職員禱告，願主幫助教職員在新學年能有智慧和愛心去教導孩童。 

4. 為教會 9月 25日舉行之各部部員及選任執事選舉會禱告，願會友一起印

證候選人的靈命、德行並事奉心志。 

5. 為教會聚會的安排和進行禱告： 

 8月 27日至 9月 24日青少部舉行小六升中成長適應班第二階段 

 9月 16、23日與環球聖經公會合辦專題講座 

 9月 18日關顧部舉行專題講座 (講員：陳啟榮傳道) 

 9月 25日青少部舉行青少生活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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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武裝衝突 

 巴基斯坦發生特大洪災，全國有 30%被水淹浸 

 四川甘孜州瀘定縣發生6.8級地震，造成居民死傷及部分道路和房屋受損 

2. 安達臣道地盤天秤塌下並擊中貨櫃，釀成 3死 6傷。願主安慰死者的家庭並

醫治傷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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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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工分享 
 

一. 教育事工之組織架構 ……..…..…(早堂)陳志威副部長、(午堂)陳炳祥部長 
  

1. 教育部之職責 (2017 年 6 月新修訂之《組織及治會章程附則》)  
 1. 釐定及執行本會辦學宗旨，推動基督教教育。  
 2. 策劃教育事工，考慮開辦幼稚園、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  
 3. 根據《教育條例》及教育局之相關指引，負責管理本會各

屬校，並制定本會各屬校之〈學校管理手冊〉。 
 

 4. 因應其監管角色，連同正副部長在內，不能超過半數教育
部部員同時兼任同一屬校校董。而屬校校董會主席及校監
為當然列席者。 

 

 5. 審核各屬校的財政預算及財務報告表，監控財務上的運作。  
 6. 與管業事務部合作處理本會各屬校的裝修工程事宜。  
  

2. 2022 年教育部成員  
 部 長： 陳炳祥弟兄  
 副部長： 陳志威弟兄  
 部 員： 盧石三弟兄 鄺蔡碧蕊姊妹 黃霍以薇姊妹  
   

3.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校董會成員 (2022-23 年度)  
 主 席： 彭陳敏儀姊妹  
 校 監： 曾惠安執事  

 校 董： 陳炳祥弟兄 陳志威弟兄 張景維弟兄  

  陸陳翠珍姊妹 劉玉英姊妹 丁李麗芳師母  
  曾家石執事    
  

4.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校董會成員 (2022-23 年度)  
 主 席： 鄧裕南執事  

 校 監： 關家輝執事  
 校 董： 陳炳祥弟兄 陳志威弟兄 曾惠安執事  

  胡偉恩執事 黃霍以薇姊妹 黃林美潔師母  
  

5. 辦學宗旨  
 以基督的愛辦學，藉此將福音廣傳，並在校園內栽培學生在信仰上
成長，又協助家長在信仰上栽培其子女。藉著基督教教育乃是全人
教育，期望在真理下成長，學童能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人生觀及價
值觀。本校致力培養幼兒的學習興趣，啟發幼兒的潛能，並培養幼
兒「靈、德、智、體、群、美、」六育均衡的發展，讓學童在一個
健康、積極和愉快的環境中成長。 

 

   
6. 辦學使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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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屬下幼稚園校務活動簡報 (早及午堂)  
1.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1966 年創校)……………………….……朱婉君校長 

 1. 學校及課程特色：  

  a. 秉承本會辦學宗旨及使命，培育學生在聖經基礎上，認識
基督教信仰，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品德，在靈、德、智、

體、群、美六育上有均衡的發展，締造一個健康、積極和

愉快的學習校園。 

 

  b. 本校是一所「學習型」的學校，重視培養一個專業的教師

團隊，積極推動關愛文化。 

 

  c. 積極推動以「兒童為本」的專題教學，融入美藝、音樂及
戲劇活動，促進幼兒潛能的發展。 

 

  d. 致力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升學生的全人發展。  

  e. 重視「家長教育」及提升家校合作之效能，從而幫助家長協
助子女學習，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及全人發展。 

 

  
 2. 2022-2023 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a. 建立校本自評文化，掌握「策劃 推行 評估」的循環理念，

並實踐在恆常工作中。 

 

  b. 增加幼兒對閱讀的興趣、提升幼兒「聽」、「說」、「讀」、

「寫」的語文能力。 

 

  
 3. 2022-2023 學生人數：  

  開設12班，全日班有6班，人數為87人；上午班有6班，
人數為44人，全校學生合共131人。教職員人數：校長連教

職員人數共有19人，包括全職外藉英文老師及普通話專科老

師各一名，以加強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4. 2021-2022 學年校園福音事工報告：  
  學生  

  a. 宗教課堂：教導學生聖經中的真理，學習用詩歌讚美天父，

亦透過背誦金句，熟讀神的話語。 

 

  b. 宗教活動週暨聖經班：在2022年8月8日(一)至8月12

日(五)舉行，透過主題「禱告」為設計藍本，與學生進行

一連5天校本宗教活動週，讓學生認識聖經真理，認識上
帝、愛人愛己。 

 

  c. 建立「牧羊小天使」舞蹈組，讓學生透過舞蹈從小便建立
自信心和欣賞自己及別人的良好品格，從而認識天父的慈
愛及一同讚美天父。 

 

  家長  

  a. 家長學堂：上、下學期共10堂，平均出席人數約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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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家長連線：藉生活化主題引入福音元素，讓家長認識福音。
教會義工邀請3位對信仰有興趣的家長聆聽三福。有1位

家長清楚自己已有永生的確據。另外2位家長願意參加教

會的啟航班。 

 

  c. 福音聚會「親親爸媽同樂日」及「結業禮」：透過蕭文耀

傳道分享見證及朱婉君校長詩歌分享，讓家長認識福音。 

 

     
  教職員  

  a. 教師團契：每月舉行一次，內容包括：建立團隊、學習聖
經、培養屬靈品格等，彼此建立更屬靈的關係。 

 

  b. 教職員早禱會及祈禱會：為學校、學生、家長、教職員禱

告，讓神帶領新一天的工作。 

 

  c. 學校小天使：讓教職員彼此關懷，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默默守護。 

 

  d. 老師參與「成長九式」栽培課程：四位決志老師劉雪芬主
任 、陳彩銀老師、何穎淇老師、劉芬娜老師，完成由教會

蔣定邦傳道負責的「成長九式」栽培課程。 

 

  e. 教師參與主日崇拜：決志信主的老師，每月出席一次主日
崇拜，學習在主日敬拜上帝。 

 

     
2.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2000 年創校)……………………….……奚佩珍校長 

 1. 學校特色：  
  a. 讓幼兒實踐基督的精神，認識基督教信仰，從中學習「信、

望、愛」，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品德，在「德、智、體、
群、美、靈」六育上有均衡的發展，締造一個健康、積極
和愉快的學習校園。 

 

  b. 富有教學經驗的團隊，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培育幼兒
的學習興趣，鼓勵幼兒勇於探索、主動發現及自主學習的
精神。培育幼兒成為一個禮貌待人、善於溝通、富創造力、
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的孩子。 

 

  
 2. 課程特色：  
  a. 兒童為本的課程：讓幼兒實踐基督的精神，認識基督教信

仰，從中學習「信、望、愛」，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品

德，締造一個健康、積極和愉快的學習校園。 

 

  b. 多元學習模式：透過主題學習、小組學習、繪本設計活

動、藝術教學、體適能活動、英普全方位學習等多元學習

模式，讓幼兒親身體驗的過程中，提升知識。 

 

 3. 2022-2023 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a. 推行「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促進幼兒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及良好公民教育，提昇幼兒良好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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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透過優化英語課程提升幼兒學習英語的興趣及聽說英語
的能力。由本地老師及外籍老師作班主任，加強英語語
境，培養幼兒聽講英語的能力。 

 

     
 4. 2022-2023 學生人數：  
  開設7班，全日班有4班，人數為40人；上午班有3班，人

數為25人，全校學生合共65人。教職員人數：校長連教職員
人數共有15人，包括2名外藉英文老師及普通話1名專科老
師，以加強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5. 2021-2022 學年校園福音事工報告：  
  學生  
  a. 宗教課堂活動，每週透過聖經故事、唱詩、背誦金句等，

教導幼兒天父的真理及話語。  
 

  b. 聖經朗誦節約有15位學生參與，從中認識及實踐天父的
話語。其中一位幼兒榮獲冠軍、兩位幼兒榮獲優異奬。 

 

  c. 聖誕節親子活動「普天同慶賀聖誕-主愛頌揚」順利舉
行，2021年12月18日，參與家長及幼兒共204人。 

 

  d. 「迎春接福賀虎年」親子新春活動，於2022年1月27日，
活動內容包括認黃牧師祝福祈禱、全體教職員齊唱新年
歌、賀年遊戲等，參與人數共82家庭，反應熱烈。 

 

  e. 2022年4月19日舉行復活節慶祝會以網上形式進行，
主題：復活節~奇妙的珍寶，讓幼兒明白耶穌的救恩。 

 

  
  家長  
  a. 上學期共探訪 6 個家庭，邀請家長一同禱告，並於幼兒

每天早上及放學時慰問家長。 
 

  b. 2022 年8 月 1 日至８月 5 日教會舉辦普拉提運動體驗
班，藉運動教學向家長傳福音，共6位家長參與。 

 

  
  教職員  
  a. 教師團契及祈禱會每年共４次教師團契、每星期 1 次祈

禱會及每年 2 次同工生日會，包括團隊建立、彼此關愛
及互相守望，培養屬靈的品格及鞏固信仰。 

 

  b. 何校教職員及何浸會牧聚餐，互相交流、遊戲及詩歌分
享等，教牧及宗教老師均常關顧教職同工，本年有教師、
實習老師、家長和教職家人共12人信主，榮耀歸神。 

 

     
三. 致送禮物(午堂)： 

1. 長期服務獎………………………….…………………..曾惠安校監、陳志威副部長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張惠珊老師 (五年長期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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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何楚燕會計 (十年長期服務獎)  
  龔雅思書記 (五年長期服務獎) 

鄭少萍主任 (五年長期服務獎) 

 

2. 兩校教職員紀念品……………………………………..曾惠安校監、陳志威副部長 
 1.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領獎代表：蔡延霓主任)  

  校長： 朱婉君 
校務主任： 陳曉樺 
課程主任： 劉雪芬 
宗教主任： 蔡延霓 

各級老師： 
張惠珊 麥嘉惠 梁嘉莉 鍾恩慧 
張嘉華 盧芷欣 王家慧 劉芬娜 
Bi Anisha    

文書： 馮靜雯 
服務員： 梁樹琴 郭偉莉 馮美香 文進敏 

 

 

  
 2.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領獎代表：鄭少萍主任)  
  校長： 奚佩珍 

主任： 鄭笑萍 
宗教老師： 余飛蘭 

各級老師： 
毛堡雲 陳麗敏 趙蓮芝 利可兒 
陳曉晴 Miss SHAFIQ Raabya 

普通話老師： 胡玲玲 
外藉英語老師： Miss Bibi Khaton 

會計： 何楚燕 
書記： 龔雅思 

服務員： 黃友蓮 簡艷儀   
 

 

  
3. 應屆畢業生………….………………………………….……….………..丁李麗芳師母 

  碩士： 陳恩禧    
學士： 黃衍情 李 蕎   
中學： 陳雋熙 何卓霖 袁景林 黎卓融 

小學： 
羅夏煥 孫崇瑞 陳芷馨 楊詩瑤 
周泳欣 謝文瑄 陳梓賢 陳韋年 
安德銘 朱琸立   

幼稚園： 

梁駿熙 陳芊嵐 鄭晞妍 梁曉玥 
鍾恩善 李耀朗 吳雨軒 胡芷寧 
譚雅曦 鍾希恩 林裕家 鍾善喬 
蔣幸兒 司徒諾淇 王煒傑 梁心悅 
肖媼琳 譚妍桸 郭玥嶠 蘇  儀 

 

  
四. 為本會教育事工禱告………………………………………………….丁贊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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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2022 年 9 月 11 日 (教育主日) 2022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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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淑德傳道 黎翠欣傳道 

主席： 陳志威弟兄 陳炳祥弟兄 陳鄧寶珠姊妹 黃耀光弟兄 
領詩： 關耀祖執事 鄧陳鳳儀姊妹 許天樂弟兄 彭陳敏儀姊妹 

司琴： 尹梁梓齡姊妹 陳麗媚姊妹 郭陳慕慈姊妹 陸太然弟兄 

影音員： 
蕭麗萍姊妹 
李國欽弟兄 

林志偉弟兄 
黃健海弟兄 
李笑梅幹事 

郭家健弟兄 
朱志強弟兄 

李港生弟兄 
朱煒文弟兄 
饒凌峯弟兄 

司事： 

劉錦英弟兄 
劉馮麗玉姊妹 
陸少彬弟兄 
李關玉冰姊妹 

陳志威弟兄* 
鄺蔡碧蕊姊妹* 
盧石三弟兄* 
黃霍以薇姊妹* 
彭陳敏儀姊妹 
劉玉英姊妹 
陸陳翠珍姊妹 
張景維弟兄 

陳煥強弟兄 
陳恩諾弟兄 
姜惠微姊妹 
朱蘇麗如姊妹 

郭陳佩芬姊妹 
袁浩庭弟兄* 
曾楚琦姊妹* 
林嘉盈姊妹* 
黃悅晴姊妹* 
伍頌軒弟兄 
黃紹源弟兄 

接待大使： 劉國權弟兄 
曾楊文志姊妹 
鄭王綺雯姊妹 

鄭樹傑弟兄 
陳超倫弟兄 
馬南亞美姊妹 

詩班： — 兩校教職員 — 少年詩班 

插花： 姜惠微姊妹 馬南亞美姊妹 

司數：  劉馮麗玉姊妹 劉馮麗玉姊妹 

青少年崇拜： 青少崇及少崇聯合 
(講員) 蕭文耀傳道 

大堂崇拜 

少年崇拜： (講員) 譚梓琛執事 
 
 
午堂崇拜司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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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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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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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