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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主    題： 陶造生命 
日  期： 主曆二零二二年三月廿日(日) 
時  間： 上午十一時正(網上 Facebook直播) 

  
  崇敬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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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 詩篇 85 篇 7 節 .............................  主席／眾立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得見你的慈愛， 
又將你的救恩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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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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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信實何廣大】(世 53)  
   

1. 祢信實何廣大，聖天父真神，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 
祢永遠不改變，滿有憐憫恩， 
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副歌)  

   
2. 春夏秋冬循環，栽種又收成，日月星辰時刻循軌運行， 
天地宇宙萬物，皆同作見證， 
述說我主信實，慈愛永恒。(副歌)  

   
3. 祢赦免我罪愆，賜我永平安， 
祢常與我偕行，安慰扶助， 
日日加力，更賜我光明盼望， 
祢賜豐盛恩惠，勝過千萬。(副歌)  

   
(副歌) 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 

清晨復清晨，主愛日更新； 
我一切所需用，祢都已預備， 
祢信實何廣大，顯在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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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眼看見祢】(國語)  
   

 有祢我生命不一樣，有祢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我不害怕困難，有祢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深處裏求告祢，祢在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我堅固避難所；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2006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版權所有)  
   

頌  唱：  .................................. 【誠心敬拜】 ...............................  領詩 / 眾坐 
   

 全心歡欣，屈膝敬拜，頌讚祢永活神， 
誠心歡欣，屈膝敬拜，讚美祢萬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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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歡欣，屈膝敬拜，頌讚祢永活神， 
誠心歡欣，屈膝敬拜，讚美祢萬世君， 
全為犧牲遮蓋罪尤，永遠看顧憐憫， 
神恩滔滔，施恩拯救，我一生靠著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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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 所有  
   

  省察靈命   
   

每月金句： …......………..哥林多前書10章23-24節…….….……… 主席 /眾坐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默想經文： …......….…………..腓立比書 2 章 13 節…….……………. 主席 /眾坐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反思祈禱：  .................................................................................................  主席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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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聆主道   
   
讀  經： .………….…...…...申命記 6 章 6-9 節……………..…….. 主席 /眾坐 

   
6.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7.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8.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  

   
9.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信  息：  ........................ 主道鎔心版，行藏慎繼承 .....................  梁淑德傳道 

   
回應詩歌：  ............................... 【認定祢】(國語) ............................  領詩 / 眾坐 

   
 我要專心仰賴祢，不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所行的事都要認定祢。  
   

 我要專心跟隨祢，不倚靠自己的能力， 
在所行的路，祢必指引。  
   
 將祢的話語繫在頸項上，刻在心版上。 
主啊，我站立敬畏祢； 
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近祢心意； 
獻上一切，主啊，我尊榮祢。  
 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誠心獻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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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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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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至今，我是怎樣獲知神給我吩咐？ 

我曾採取哪些行動？以及如何使之成為我此刻生命的一部分？    
2. 由現在開始，我可以提供子女或後輩怎樣薪火相傳的機會？ 

怎樣的態度與表現才可辨明自己正切實遵行？ 
  

 
最新防疫及聚會安排  

因應本港疫情嚴峻，加上政府進一步收緊群組聚集的限制，本會將按照政府
的最新指引，由 2月 10日起關閉堂所，直至另行通知。期間安排如下： 

1. 暫停對外開放。 
2. 如有物件需要交收，請按門鐘經保安員轉交相關人士或致電本會與本會
同工聯絡。 

3. 主日崇拜繼續安排於主日上午 11:00在本會 FACEBOOK進行崇拜直播。 
4. 下列各級崇拜及聚會改以 ZOOM進行： 

  兒童聚會 (包括爬爬班、深兒天地幼稚級及小學級) 
 少年崇拜、摩西團團契、小六及初中級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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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崇拜、約拿單團團契及高中級主日學 
 週三及主日祈禱會、成人主日學 

5. 各級詩班練習、成人團契及家長聚會可自行決定以網上形式進行。 
6. 會眾如有任何查詢或需要協助，可致電本會或與教牧同工聯絡。 

 
 家事分享  
1. 荷蒙梁淑德傳道證道傳遞神的心意，謹謝。 

  
2. 2022 年 3 月例會 
日期：3月 27日 (下主日) ; 時間：中午 12:30 
由於政府強制關閉宗教場所， 
因此 3月的例會將改以 ZOOM形或進行。 
請會友於 3月 25日(五)中午 12:30前先電郵/電話或 
掃瞄此 QR CODE回覆教會登記，然後可以出席者身 
份參與會議及投票。 

  
3. 2022 年度會友週年大會 
由於疫情嚴重，加上會計師樓未及於三月下旬備妥核數報告，因此原訂
3月 27日舉行之會友週年大會將延期至 5月 29日(日)舉行。 

  
4. 受苦節培靈會 
日期：4月 15日(五) ; 時間：晚上 8:00-9:15 
受疫情及限聚令所限，是次聚會將以 Facebook Live直播進行。 

  
5. 3月週三祈禱會 
主題：聖經中的禱告—根基篇 
主領：梁翟凱欣傳道 
時間：逢週三晚上 8:00-9:15 
聚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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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凡已受水禮之兄姊，可於上午 9:00至晚上 10:00親身或派代表到教會
按門鐘向保安員登記索取主餐套裝 1 份 (屆時保安員會到門外將主餐
套裝交予領取者)，以便在 4月 3日(主日)崇拜期間同步按主禮牧師的
帶領同領主餐。 

  
7. 會眾可掃瞄此二維碼或進入連結 
取得本年首季(1-3月)季題：「陶造生命」的活動內容 
及相關資料 (如：如何進行禁食祈禱、安靜退修等)。 
https://1drv.ms/b/s!Anvc7uQNsuZjkhv6uHlmIfYB25Rw?e=FOv3Ir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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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兄姊如需索取全年奉獻收據(1/4/2021至 31/3/2022)， 
請於此連結 https://bit.ly/3u7gRVO或掃瞄 QR Code登記。 
備註：                                                
1. 2021至 2022稅務年度為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
故此於 2022年 4 月 1 日或之後的奉獻，將會歸入 2022 至 2023 稅務
年度。本會將按收到奉獻之日期發放收據，敬請兄姊留意。 
2. 由於堂所暫未能開放，如需預先收取電子收據者，請在登記時提供
電郵地址。                                                       

  
9. 上主日(3月 13日)級崇拜聚會人數及奉獻情況 

 大堂 青少崇 少崇 深兒(小學) 深兒(幼級) 爬爬班 

FACEBOOK直播 
ZOOM ZOOM ZOOM ZOOM ZOOM 
成員 導師 成員 導師 成員 導師 成員 導師 親子 導師 

160 19 8 11 6 18 8 18 7 3對 2 
   

 奉獻：$202,500  
財務報告 

2022 年 

1. 教會未付款項 (包括銀行貸款、會友免息貸款) 16,499,000 

2. 2022年每月平均需款目標 (包括預算經常費支出及還款) 1,002,000 
  

 奉獻收入 經常費支出 銀行貸款(本金) 會友免息貸款 

2022年 1月 671,000 536,000 18,000 — 

2022年 2月 301,000 486,000 18,000 — 

合共： 972,000 1,022,000 36,000  
 

1-2月平均需款 2,004,000    

與需款差距 (1,032,000)     
 外間消息 

 
1. 香港浸信會聯會「浸會一家，同心抗疫」疫下緊急救援計劃 
此乃香港浸信會聯會設立的賑災備用金，目的乃支援受疫情而陷於經濟
困難之浸會會友與及有需要的社區人士，實踐主愛！ 
本會已通過奉獻$15,000支持，同時亦鼓勵各兄姊鼎力相助、齊心捐獻支持。 
支持方法： 
1. 經本會代轉：將奉獻款項交予本會，並註明「聯會賑災備用金」之用； 
2. 直接將奉獻交予浸聯會：支票抬頭「香港浸信會聯會」，支票背面註
明「賑災備用金」，然後寄交浸聯會辦事處 (九龍彌敦道 771-775號栢
宜中心 12樓)。 

計劃詳情可瀏覽浸聯會網頁 www.hkbapt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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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一) 肢體消息 
1. 為安息肢體的家庭禱告，願主親自安慰： 

1.1 會友陳廣邦弟兄 (會友陳仲偉弟兄之父親) 於 2月 27日(日)安息主懷， 
 安息禮定於 4月 9日(六)中午 12時於寰宇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2 陳錫明先生 (會友陳淑吟宣教士之父親) 於 3 月 4 日(五)離世，喪禮暫定
於 3月 27日(日)舉行，時間待定；追思會安排於同日晚上以線上形式舉行。 

1.3 黃家杰弟兄 (會友黃健海弟兄之父親) 於 3月 4日(五)安息主懷。 
1.4 廖金蘭婆婆 (會友魏智傑弟兄之外婆)3月 13日(日)離世。 
1.5 呂濤先生 (會友呂清蘊姊妹之父親) 於 3月 15(二)離世。 
1.6 馬健福先生 (會友馬國梅姊妹之父親) 於 3月 15(二)離世。  

2. 留院肢體：譚女珍(梁玉媚姊妹之母親)、黃方(梁彩燕牧師的父親)、周世娥  
3. 軟弱肢體：張燕心、楊文禮、林聲泉(林少輝弟兄之父親)、林碧英  
4. 為確診及正在接受隔離的兄姊及其家人之身體及需要代禱，願主醫治他們並供
應他們所需。願信徒在疫情下，能以耶穌基督的愛去關心和幫助身邊的人。 

 
(二) 教會事工 
1. 為下週各級崇拜講員代禱。(大堂：蔣定邦傳道；青崇及少崇聯合：廖佩霞傳道)  
2.  為教會兄姊：認定耶穌是我們生命的主，並以信心仰望和等候主的心意。  
3. 在預苦期(2/3至 16/4)期間，願我們透過靈修、默想經文，反思上帝的救恩與
犧牲，從而進入悔罪和更新的生活，並懷著盼望預備去慶祝耶穌的復活。  

4. 為同工和眾事奉人員在疫情反覆下有智慧地牧養會眾和安排聚會禱告。 
 
(三) 社會世界 
1. 為烏克蘭的戰事祈禱： 
 俄羅斯侵入烏克蘭已近三星期，戰事開始至今已有不少烏國士兵陣亡，也禍
及不少無辜平民百姓；願主醫治、拯救，安慰傷亡者的家人。國際估計戰爭
將帶來 500萬難民，求主保守，無論離開或留下，得蒙保護，及仍能得到生
活的基本供應。 

 求主施恩憐憫烏克蘭地區的人民、戰事中傷亡的人民及雙方的士兵們，求主
施恩拯救；也保守戰爭中逃難的人民，得到適切的保護，願主止息干戈，俄
軍停止武力攻擊，雙方可以和談協議。  

2. 香港疫情 
 確診人數急升(受感染已近百萬、死近五千！)，醫院床位、檢疫配套及人手
均不足，情況惡劣。求主憐憫病患者能得適切看護，加力給前線醫護及抗疫
人員，賜智慧給政府盡快處理日增之感染個案及對抗疫情。 

 政府因應最新疫情收緊抗疫措施至 4月 19日。市面呈現蕭條景氣，求主憐
憫受疫情影響的巿民，盼望政府體察各行業的需要，幫助市民渡過時艱，各界
巿民也齊心抗疫，互助守望。 

 因應疫情的嚴峻，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生提前於三至四月放「暑假」，求主
讓校方、家長及學生能在這困難的時刻，以愛相待，彼此守望；也記念將要
參與中學文憑試的學生，整個考試安排順暢，眾考生身心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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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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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pbc.org.hk 
info@sspb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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