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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本月主題： 主日學月 
日  期： 主曆二零二零年四月廿六日 
時  間： 上午十一時 (Facebook 直播) 

 
 崇敬讚美     

序   樂：  .................................................................................................  主席 / 眾立  
宣   召：  ................................ 詩篇 96 篇 11-12 節 ................................  主席 / 眾立  
讚美祈禱：  .................................................................................................  主席 / 眾立  
讚   美：  ....... 這是天父世界(世 39)、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世 367) ......  領詩 / 眾立    
頌   唱：  ................................... 生命在此(世 355) ..................................  領詩 / 眾坐    

 省察認罪     
默想經文： ……………………….……馬太福音 13章 11-16節…..……………………. 主席 / 會眾  
認罪祈禱：  .................................................................................................  主席 / 眾坐  

 恭聆主道     
讀   經：  ............................. 馬太福音 13 章 1-16 節 .............................  主席 / 眾坐    
信   息：  ...................................... 心靈的迴響 ......................................  莫錦榮傳道  
回應詩歌：  ................................... 生命在此(世 355) ..................................  領詩 / 眾坐  

 誠心獻呈     
家事分享：  .................................................................................................  莫錦榮傳道  
牧   禱：  .................................................................................................  莫錦榮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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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祈禱：  .................................................................................................  主席 / 眾立  
讚  美  詩：  ........................................ 讚美一神 ........................................  主席 / 眾立  

 祝福受差     
祝   福：  .................................................................................................  丁贊鴻牧師  
差  遣  詩：  ........................... 萬邦之歌(世 493 首，第一節) ...........................  領詩 / 眾立  
殿   樂：  .................................................................................................  眾    坐 

 殿樂後會眾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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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3 章 11-16 節 

啟：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應：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啟：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應：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 

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啟：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齊： 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了。 
 
 
 
 
 
 
 

講道篇… 
 
信息：心靈的迴響 
經文：馬太福音 13 章 1-16 節 
講員：莫錦榮傳道 
 
生命反思： 
1. 你認識天國的奧秘嗎？ 
2. 神的道如何在你的生命裏扎根呢？ 

你屬於那一種土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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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1. 丁贊鴻牧師由 4月 21日起就任為本會主任牧師。 
  

2. 感恩丁贊鴻牧師已於 4月 21日到任，而曾惠安執事亦會退任署理堂主
任一職，感謝他過往一年多忠誠的事奉。 

  
3. 教會最新之聚會安排 

  
 3.1 因應政府延長限制群眾聚集措施至 5 月 7 日，因此教會將繼續暫

停週六及主日的現場崇拜聚會至 5 月 7 日，期間教會的主日崇拜
聚會將改為網上崇拜聚會。 

 3.2 在現場崇拜聚會及其他各級崇拜暫停期間，教會仍會安排於主日
上午 11:00在教會 FACEBOOK進行主日崇拜直播。(教會 Facebook：
Facebook.com/SSPBC.HK)崇拜證道錄影亦會在當日崇拜後的下午
時間上載於教會網頁，兄姊可上網收看。 

 3.3 教會各級崇拜(包括青少年崇拜、少年崇拜、深兒天地及嬰幼兒崇
拜)、主日學、團契及詩班練習均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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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期間教會同工仍會在辦公時間內當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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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FACEBOOK
之最新消息。 

  
4. 5 月 3 日主日崇拜將暫停現場崇拜聚會，兄姊可於教會 Facebook 參與
主日崇拜，並同步按主禮牧師的帶領同領主餐。 
因此，已受水禮之兄姊可於 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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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例會及會友周年大會 
日期：4月 26日(日) 
時間：中午 12:30 
由於政府延長現行的限聚令且涵蓋 4月 26日，是次例會及年會只會以
ZOOM形式進行。 

  
6. 教會開設了手提電話號碼：61273541，以便按需要向會眾以廣播形式發
佈訊息。鼓勵兄姊先將電話號碼儲存於你的手提電話內聯絡人清單上。
請注意，此電話只用作訊息發佈，並不會回覆任何查詢或對話。如需聯
絡教會，請致電教會電話：23861581與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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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日學部主辦「免費聖經講座」 
主題：士師記 
講員：黃福光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約教授) 
日期：4月 30日 (四，公眾假期) 
時間：上午 9:30至中午 1:00 
形式：以 ZOOM進行，不設實體參與 
報名：請於 4月 26日前以教會電郵或致電教會向幹事登記， 

或於網上登記 https://forms.gle/PF6czNkmd19ekWg49 
  

8. 傳道部主辦「母親節福音主日」 
主題：「非常」母子 (帶你看看絕境中的相遇，如何帶來非常轉變) 
日期：5月 10日(日) 
時間：上午 8:30 (早堂崇拜)、上午 11:00 (午堂崇拜) 
講員：丁贊鴻牧師 
備註：請留意教會因應疫情及政府政策而可能作出聚會之改動或安排 

  
9. 週三祈禱會 

 由 4月 1日起不設實體參與，而改以 ZOOM進行，直至另行通知。 
時間：逢週三晚上 8:00 至 9:15 
ZOOM連結：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會議 ID：185532357) 
4月主題：從腓立比書看基督徒如何得力 
主領：蔣定邦傳道 
分題：4月 29日：蒙恩的戰士 (1:27-30) 

  
10. 已登記索取全年奉獻收據(1/4/2019-31/3/2020)者，可於辦公時間內到
五樓辦公室向幹事領取。 

  
11. 奉獻方法 

 2.1 以奉獻封存入現金或支票，並投入教會奉獻箱內 
 2.2 以支票或轉帳方式存入教會的銀行賬戶 (滙豐 005-6-0353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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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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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 81 屆香港浸信會聯會年會 
日期：5月 1日(五，公假)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 
請本會代表依時出席。有關委任代表信及選舉投票資料，請參聯會寄發
予各代表之文件。 
本會是年分別推派陳翠珍姊妹參選「中小學及持續教育部」部員及陳志
威執事參選常務委員會副書記一職。 
另本會顧問朱活平牧師則代表大埔浸信會參選常務委員會會長一職。 
因應當下疫情，若有本會代表不便參與該日會議，亦可以下列方法參與
投票： 
1. 可於 4月 27日前簽妥是次會議之委任代表信，並自行委任任何一位
將會出席是次會議之年會代表在會議當日代為投交選票；或 

2. 簽妥是次會議之委任代表信，並委任下列其中一位執事(楊文禮/曾
惠安/尹仲禮/張麗珍執事)於會議當日代為投交選票。文件請於 4月
26日前交到教會辦事處辦理。 

以委任方式投票，必須將下列文件交予被委任的代表： 
1. 委任人的出席信 
2. 職員（常務委員會）選票 
3. 各部部員選票 

  
13. 4月 30日(四)及 5月 1日(五)分別為佛誕及勞動節假期，當日教會辦公
室暫停辦公，請各兄姊留意。 

  
14. 同工休假 
曾文輝傳道：4月 15日至 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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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一) 教會事工 
1. 為 5月 3日主日崇拜各司職及直播安排代禱。 
2. 感謝主帶領丁贊鴻牧師到任本會主任牧師，求主幫助丁牧師有智慧
與力量帶領教會，與眾兄姊互相建立、彼此配搭，同心建立教會。 

3. 為教會影音組眾組員在聚會模式改變下各樣的協調、人手及器材的
配搭代禱。 

4. 為教會主日學部眾部員：求主幫助部員能有智慧地推動主日學課程
及讀經運動，以造就信徒之信仰及靈命。部員：黎國鴻(部長)、張永
強(副部長)、楊文禮、梁佩瑤、馮靄娉。負責同工：蔣定邦傳道。 

5. 為教會兄姊：同心事奉神，聽從遵行神的話，常常更新，歸向尋求神。 
6. 記念教會在大部份聚會暫停期間，牧者和長執如何繼續關心和牧養
弟兄姊妹。又求主幫助眾兄姊在受限制的環境中仍能對準上主，忠心
敬拜。 

7. 為教會事工之推展代禱： 
4月 18日至 6月 27日舉行之聖經書卷研習課程 (講員：莫錦榮傳道) 
4月 30日舉行之免費聖經講座 - 士師記 (講員：黃福光博士) 
5月 10日母親節福音主日 (講員：丁贊鴻牧師) 

 
(二) 社會世界 
1. 加拿大發生歷來最嚴重的槍擊事件，造成共 17人死亡。求主安慰失
去親友者，並賜下愛與和平，止息仇恨。 

2. 為全球新型冠狀病毒之疫情禱告，求主施恩憐憫讓疫情早日受控。 
 求主保護並加添力量予眾醫護人員，使他們能應付繁重的工作。 
又使各方能有智慧地調配醫療物資，使醫護人員得到充分的保護，
免受感染。 

 求主安慰因疫情而失去親人者；又醫治確診者，使他們從主裡得
力量來面對疾病和痛苦。 

 在疫情下多個行業及有不少市民的生計均受影響。求主叫各地政
府能有智慧推行解困措施；又叫我們能發揮彼此幫助，互相分享
的精神。 

 願我們作信徒的緊靠恩主，在困境中見證主名。 
3. 為應考 DSE 的學生禱告：求主幫助他們有好的發揮，有健康的身體
和充沛的精神應考，更讓他們經歷神。(本會今年有 5位少年人應考：
林嘉銘、梁學展、麥僖哲、黃紹源、彭寶怡) 

4. 為香港浸信會聯會 5月 1日舉行之第 81屆年會代禱，願眾浸信教會
與聯會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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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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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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文輝傳道 蔣定邦傳道 盧遠志傳道 莫錦榮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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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