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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主  題： 互愛守望 
日  期： 主曆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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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篇 8-10 節 ..........................  主席／眾立    
 耶和華啊，錫安聽見你的判斷就歡喜； 

猶大的城邑也都快樂。 
因為你－耶和華至高，超乎全地； 

你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 
你們愛耶和華的，都當恨惡罪惡； 

他保護聖民的性命，搭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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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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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神】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 
心緊靠祢進祢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 
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祢，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 
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版權屬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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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信】  
   

 憑信，他離別吾珥；因信，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 
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裏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我們懷著憑據；因信，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版權屬 角聲使團，獲准使用  
   

頌  唱：  ...................... 【用上帝的愛去彼此相愛】 ...................  領詩 / 眾坐 
   

 明白、接納、原諒，建立美好的家， 
互相扶持，互相愛護，相愛不虛假。 
愁悶、困惑、難耐，靠賴上主的恩， 
持守真理，彼此接納，相知、相愛、相親。 
用上帝的愛去彼此相愛，盼望神引領叫生命滿有色彩。 
用上帝的愛去彼此相愛，叫別人因看見我們的好行為， 
相信主，接納主，倚靠主。相信主，接納主，倚靠主。  

 蕭文耀傳道創作  
   

  省察靈命   
   

每月金句： ….…......………….....羅馬書 13 章 8 節…….….…………. 主席 /眾坐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默想經文： .……........….……..歌羅西書 1 章 9-12 節.….…………… 主席 /眾坐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 
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求， 
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神； 
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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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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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聆主道   
   
獻  頌：  ........................... (午堂)【上主聖民】 ...........................  少 年 詩 班 

   
 上主聖民常奉靠主聖名，應謙卑敬拜，要向主宰獻心。 
上主聖民，常奉靠主聖名， 
應真心敬拜，決意不再耽於罪中。 
祈望主今天傾聽，我罪今天得赦宥， 
能白得榮耀救恩，能進入樂園。  

   
 上主聖民，常奉靠主聖名，應謙卑敬拜，要向主宰誠心。 
能入到永恆，全部過錯得赦免， 
向主真心信靠，罪便得赦免。 
上主聖民，常奉靠主聖名， 
應謙卑敬拜，永遠事奉，忠心一生不變！  
   

讀  經：  ……………………………………………………………… 主席 /眾坐 
 路加福音 15 章 11-24 節  
   

11. 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12. 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 
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  
   

13. 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 
起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裏任意放蕩，浪費資財。  
   

14. 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饑荒， 
就窮苦起來。  
   

15. 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  
   

16.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  
   

17. 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 
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嗎？  
   

18.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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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  
   

20. 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相離還遠， 
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頸項， 
連連與他親嘴。  
   

21. 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22. 父親卻吩咐僕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 
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23.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  
   

24.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他們就快樂起來。  
   
 詩篇 56 篇 8 節，31 篇 7 節  
   

56:8 我幾次流離，你都記數；求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裏。 
這不都記在你冊子上嗎？  
   

31:7 我要為你的慈愛高興歡喜； 
因為你見過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艱難。  

   
信  息：  .................................... 愛是不保留 .................................  周永信傳道 

   
回應詩歌：  ................................ 【愛是不保留】 .............................  領詩 / 眾坐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無盡頭？ 
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碰到了您已無別求；  
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 
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有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版權屬 音樂 2000 有限公司 所有  
   

  誠心獻呈   
   
家事分享：  ..............................................................................................  丁贊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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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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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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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蒙周永信傳道蒞臨證道傳遞神的心意，謹謝。 

  
3. 利利是是數主恩 
目的：鼓勵兄姊將在新春期間收到的利是，全數或部份作奉獻，以用

作教會償還重建費用 
日期：6 月 26日 (下主日) 早及午堂崇拜期間 
兄姊如需奉獻記錄，請使用奉獻封，並在封面上寫上姓名和註明「利是
奉獻」。敬請各兄姊踴躍參與。 

  
4. 原訂 7 月 10 日(主日)舉行之聯合浸禮崇拜，將改以早堂崇拜及午堂崇
拜 (上午 8:30 / 上午 11:00) 形式進行，請會眾留意。 
備註：當日之信徒培育及聖經研習課程將如常進行。 

  
5. 有意訂購《每日讀經釋義》(2022年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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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9日(今日)。 

  
6. 公開提名 2023-2024 年部員候選人 
有意參與者，請將填妥之表格於 7月 5日前交回教會辦事處，以便辦理。 

  
7. 六月週三祈禱會 
主題：從耶穌的門徒看生命成長；主領：蔣定邦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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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年第二季(4-6 月)之季題活動快要結束，鼓勵大家盡最後努力，藉實踐
活動回應季題，建立個人靈命；更可在完成活動(由教牧/導師簽名認證)
後，領取小禮物一份，以作鼓勵。 

  
9. 上主日(6 月 12日)各級崇拜聚會人數及奉獻情況 

 大堂成人崇拜：(早堂) 90；(午堂) 192；(Facebook 直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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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8 9 5 20 11 33 9 6 對 4 

   
 堂費 重建還款 其他 合計 

$108,050.6 $87,600.0 $11,347.5 $206,998.1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7 
 

 外間消息 

1. 香港浸信會聯會第 41屆培靈大會 (現場聚會及網上直播) 
 日期：7 月 13-15 日(三至五)；時間：晚上 8:00-10:00 
地點：尖沙嘴浸信會 (九龍尖沙嘴金馬倫道 31號) 

 講員：鍾志廣牧師 (鑽石山浸信會主任牧師) 
主題：福音——門徒唯一依靠，唯一當行之道 

 詳情請瀏覽香港浸信會聯會網頁 www.hkbaptist.org.hk 
  
   代禱事項  
(一) 肢體消息 
1. 留院肢體：楊鳳貞 
軟弱肢體：楊文禮、劉美美、蘇智祺、張燕心、林碧英、張劍忠、洪妙卿、 

關艷玲、李金愛 (關艷玲姊妹之母親)、黃方 (梁彩燕牧師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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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神的心意與召命並降服在主面前，成就神的美旨祈禱。 
 
3. 為教會 6-7月聚會的安排和進行禱告： 

 青少部逢週六舉行小六升中成長適應班 (有 11位來自外校的小六生參加) 

 教會與深校於 6 月 18 日合辦父親節聚會 
 助道部及傳道部合辦於 6 月 26 日下午舉行的 Carebox 活動，當天

負責專題講員 (講員：馬國梅姊妹，對象為參與宣明會加餸力量及深校之家庭) 

 7 月 9 日舉行之教牧、執事及理事退修會 
 傳道部 7月 10日下午舉行親子烘焙班 (對象為未曾接觸過本會之附近坊眾) 

 青少部 7 月 29-31 日舉行青年小組生活營 
 
4. 記念宣教士羅偉森牧師夫婦： 
 7 月 4-10 日將舉行屏東內埔短宣，求主使用我們一行 13 人，在疫

情中往返南北兩地滿有平安，並能祝福當地教會。 
 為羅牧師夫婦確診新冠後已康復，但仍感困倦疲憊，求主醫治及幫助。 
 為年底回港述職的安排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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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戰爭已持續多月，戰事造成多人死傷，數以百萬人痛失家園，甚至全

球經濟及糧食供應都受影響。 
 猴痘症在歐美間不尋常地傳播 

 
2. 為香港疫情祈禱，求主憐憫病患者能得適切看護；又願政府有智慧去計
劃防疫政策，叫受影響的市民得到適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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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19 日  2022 年 6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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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信傳道 曹慧芳傳道 

主席： 劉小慧執事 饒馬佩欣姊妹 譚李鎧而姊妹 郭鄺萍貞姊妹 

領詩： 譚梓琛執事 鄧陳鳳儀姊妹 關耀祖執事 鄺煦晴姊妹 

司琴： 陳吳東霖姊妹 陸太然弟兄 何詠恩姊妹 鄧陳鳳儀姊妹 

影音員： 
郭家健弟兄 
朱志強弟兄 

李笑梅幹事 
林志偉弟兄 

饒凌峯弟兄 
蕭麗萍姊妹 

李港生弟兄 
梁何文生姊妹 
梁國欣弟兄 

司事： 

梁譚梓君姊妹 
黃雪穎姊妹 
張陳靜珊姊妹 
張永強弟兄 

劉玉英姊妹 
黃悅晴姊妹* 
林嘉盈姊妹* 
袁浩庭弟兄* 
伍頌軒弟兄* 
黃紹源弟兄 
梁綽雅姊妹 

劉錦英弟兄 
劉馮麗玉姊妹 
何楊啟香姊妹 

尹仲禮弟兄 
黃頴雪姊妹 
盧石三弟兄* 
盧何珊珊姊妹* 
黃超揚弟兄* 
黃陳有寶姊妹* 
吳子興弟兄 

接待大使： 劉國權弟兄 
鄭黃偉倫姊妹 
饒凌峯弟兄 

鄭樹傑弟兄 
陳超倫弟兄 
馬南亞美姊妹 

插花： 曾陳彩蓮姊妹 林蔡巧秀姊妹 
司數：  余佩珊姊妹 余佩珊姊妹 

青少年崇拜： 大堂崇拜 青少崇及少崇聯合崇拜 
(講員) 何子媚傳道 少年崇拜： (講員) 陳鄧寶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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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慧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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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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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