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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聯合崇拜程序 
本季主題： 陶造生命 
日  期： 主曆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主日) 
時  間： 上午十一時正(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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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喜愛祂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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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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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祢】  
   

  尊貴、榮耀、美麗、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 
萬世救主，永在全能，至高的讚美歸祢。 

 

   
 一切向主屈膝，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裡， 
被殺救主，當得讚美，願國度權能屬祢！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祢歡喜， 
我讚頌祢！ 

 

   
 我獻上頌讚到祢座前，崇拜君尊救主！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祢歡喜， 
我讚頌祢！敬拜屬祢！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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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合意】(粵語)    
   
 當和您一起，歌頌共禱告，神開始帶動我，盼為您祝福。 
主完美旨意超越自我心意，沿路祂牽引達到更高處。 

 

   
(副歌) 同心挽手，同心合意，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 

為要見證聖善名字，同心挽手，同心合意， 
邁向新天新地現鬥志，目標一致，大使命在前。 

 

   
 萬世真光，晝夜護航，萬眾一心，貼近神導向， 
尋覓祂國界，奉靠主為王，同心同行，到處放聲宣講。 

 

 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頌  唱： ..…….…..…………...【傾出愛】(粵語)………………..….. 領詩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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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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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察靈命   
   

每月金句： …......………..……..彼得前書 2 章 9 節…….…...………… 主席 /眾坐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默想經文： .....……….……..馬太福音 5 章 3-12 節…….…...……… 主席 /眾坐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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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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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聆主道   

   
獻  頌：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教 會 詩 班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and let it begin with me 
願地上有平安，讓平安從我開始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the peace that was meant to be. 
讓地上平安，全地終享有平安 

 

 With God as our Father, brothers all are we 
以神為父，我們都是弟兄 
Let me walk with my brother in perfect harmony. 
讓我和弟兄一起同行，盡在美善和諧中。 

 

 Let peace begin with me. Let this be the moment now. 
讓平安從我開始，就在此時此刻。 

 

 With ev'ry step I take, let this be my solemn vow: 
我邁出的每一步，讓這成為我莊嚴的起誓： 
To take each moment and live each moment in peace eternally. 
把握每一刻為主而活，每一刻都有平安，直到永遠。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and let it begin with me. 
願地上有平安，請由我開始建立!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and let it begin with me 
願地上有平安。讓平安從我開始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the peace that was meant to be. 
讓地上平安，全地終享有平安 

 

 With God, our creator, neithbours all are we 
上帝是我們的造物主，我們彼此都是鄰舍 
Let us walk with each other in perfect harmony. 
讓我與一起同行盡都美善和諧。 

 

 Let peace begin with me, let this be the moment now. 
讓平安從我開始，就在此時此刻。 

 

 With ev'ry step I take, Let this be my solemn vow: 
我邁出的每一步，讓這成為我莊嚴的起誓： 
To take each moment and live each moment in peace eternally. 
把握每一刻為主而活，每一刻都有平安，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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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願地上有平安 
And let it begin with me！And let it begin with me！ 
請由我開始建立！請由我開始建立！ 

   
讀  經： .…........………….彼得前書 4 章 7-11 節……..…………. 主席 /眾坐    

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11.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 

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 
原來榮耀、權能都是祂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信  息：  ............................. 以禱為首 以愛為重 ..........................  盧遠志傳道 

   

回應詩歌：  .............................. 【陶造我的生命】 ...........................  領詩 / 眾坐 
   
 願上帝保守我，引導，讓我走正路， 
陶造，讓我的生命，轉化變得美好。 
願上帝施恩惠，教導，讓我走正路， 
陶造，讓我的心靈，膽壯面對世情。 
容讓我宣告神奇妙供應，賜我的生命得豐盛。 
容讓我稱讚，神奇妙恩典，讓我這生甘心奉獻。  
 蕭文耀傳道創作  

   
  誠心獻呈   

   
本年度各級助道會職員就職禮：………………………………………..…. 眾   坐 

  
家事分享：  ...............................................................................................  盧遠志傳道 

   
牧  禱：  ...............................................................................................  盧遠志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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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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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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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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  ..............................................................................................  眾 立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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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物的結局近了，你怎樣生活呢？ 
2. 你禱告的內容，主要是什麼？ 
3. 你愛弟兄姊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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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各級助道會職員就職禮   

 
召  請： ………......……..(請各級助道會職員在座位上站立)…….…….. 蕭文耀傳道 

 助道部屬下助道會  
   
 成年助道會 迦勒團 撒母耳團 路得團  

 導師： 曹慧芳傳道 曹慧芳傳道 黎翠欣傳道  

 團長： 劉國權弟兄 黃美翹姊妹 吳東霖姊妹  

 副團長： 陳淑粧姊妹 — 楊鳳嬌姊妹  

 靈修： — — —  

 司庫： 鄧俏顏姊妹 黃佩琼姊妹 南亞美姊妹  

 文書： 劉國權弟兄 — —  
      

 成年助道會 巴拿巴團 以西結團 以斯拉團  

 
導師： 蕭文耀傳道 陳智信傳道 

丁贊鴻牧師  

 黎翠欣傳道  

 團長： 江垂萍姊妹 陳靜珊姊妹 梁梓齡姊妹  

 副團長： 鄭清心姊妹 張永強弟兄 陳超倫弟兄  

 靈修： 鄧寶珠姊妹 吳少英姊妹 陳學敏姊妹  

 司庫： 梁垣智弟兄 朱志強弟兄 林美玲姊妹  

 文書： 馮靄娉姊妹 余立新弟兄 秦家燕姊妹  
   

 青年助道會 以諾團 約書亞團   

 導師： 曹慧芳傳道 翟凱欣傳道   

 團長： 馬佩欣姊妹 鄺煦晴姊妹   

 副團長： 陳鳳儀姊妹 —   

 靈修： — —   

 司庫： 梁詠恩姊妹 譚梓君姊妹   

 文書： 林敏君姊妹 何詠恩姊妹   
    

 青少部屬下助道會 導師  

 
約拿單團 

盧遠志傳道 關耀祖執事 譚梓琛執事  
 陳佩芬姊妹 許天樂弟兄 伍頌軒弟兄  
 梁綽雅姊妹 葉詩雅姊妹 袁浩庭弟兄  
      
 

摩西團 
陸少彬弟兄 黃玉瑛姊妹 關兆蘭姊妹  

 陳煥強弟兄 鄧寶珠姊妹 何詠恩姊妹  
   

禱  願： ………………………………………………………蕭文耀傳道/眾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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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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派來之實習神學生簡月華姊妹於今年到本會實習。 

  
3. 政府調整本地防疫抗疫措施，由 2022年 12月 29日起撤銷「疫苗通行證」
的要求及表列處所營運的限制及規定，唯口罩令仍然維持。 
在保障參加聚會者健康的前提下，本會將實施以下安排： 
1. 凡進入本堂者，必須佩戴口罩、量度體溫及以消毒液或梘液潔淨雙手。 
2. 堂所範圍內暫仍禁止飲食。 
3. 會眾如確診或身體不適，請留在家中以網上途徑參與崇拜、祈禱會。 
4. 若參加實體聚會的會眾其後有確診情況，請即通知本會同工。 
 
教會會密切留意疫情及政府之安排而隨時就安排作出適切的更新。 

  
4. 教會 2023 年年題為「陶造生命 互愛守望 傳揚基督 與鄰同行」，每季
將安排配合主題的聖經書卷、屬靈書藉及小行動供會眾一同參與，齊心
追求。 

 2023 年 1 至 3 月教會主題為「陶造生命」 
每季一經：彼得前、後書 
每季一書：權力與激情：六個追尋復活的人物 (作者：韋爾斯；譯者：陳永財) 

  
5. 1 月 8 日(下主日)為差傳主日，講員為羅偉森牧師 (台灣桃園客家人福音
工作)。當日除恆常的奉獻外，將會為宣教基金多收一次奉獻。  

  
6. 主日學部 2023 年 1-4 月「聖經研習及信徒培育課程」課室安排如下 

 課程 課室 課程 課室 
啟航班 503 室 舊約綜覽 305 室 
成長班 507 室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601 室 

信仰基要班 502 室 約書亞記 406 室 
浸禮班 401 室 長者班 307 室 

 

 (週六課程) 僕人領導與牧養：307 室 
  

7. 為方便教會核數，各部 2022 年度之賬目，請於 2023 年 1 月 15 日(主
日)或之前結數，逾期則會入 2023年度的賬目。 

  
8. 出外派發新春掛飾 
到區內向坊眾派發由本會會眾親手製作的新春掛飾，送上祝福。 
日期：1 月 15日(主日)；時間：午堂崇拜後約半小時；集合：G01 室 
有意參與者，請到大堂壁報板上的報名表登記。查詢：陳陳艷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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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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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的名禱告  (主領：黎翠欣傳道) 

  
10. 1月 2日(一)為元旦翌日假期，教會辦公室暫停開放，請兄姊留意。 

  
11. 2022 年 12 月例會摘要 

  通過提名陸少彬弟兄及尹仲禮弟兄為選任執事候選人，並於 2023年
2 月 5 日「會友特別大會」中進行表決。 

 通過下列兄姊為 2023-2024 年度部員選舉會候選人，並於 2023 年 2
月 5 日「部員選舉大會」中進行表決。 

 助道部 劉小慧 尹仲禮   
聖樂部 陳敏儀 張永強 鄺煦晴 鄧艷芬 
教育部 陳志威 陳炳祥 馬國梅  
關顧部 陳靜珊 張麗珍 楊富強  
傳訊部 陳志威 蘇麗如   

管業事務部 霍耀祖 李港生 梁志輝 黃榮輝 
   

12. 上主日(12月 25日)各級崇拜聚會人數及奉獻情況 
 大堂成人崇拜：(聯合) 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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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家長 導師 

大堂崇拜 大堂崇拜 20 9 13 8 7 7 2 
   

 堂費 重建還款 其他 合計 
$152,711.10 $12,000.00 $260,105.39 $424,816.49 

  
教會財務報告 (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1. 教會現存款 3,755,000 

2. 未付 

銀行貸款  8,500,000 

會友免息貸款  4,034,000 

欠何文田浸信會  0 

總欠款： 12,534,000 

3. 預算 

2022 年經常費預算 8,018,000  

平均每月經常費預算  668,000 

2022 年還款預算 3,999,000  

平均每月還款預算  334,000 

平均每月需款目標： 1,002,000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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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支出 (*每3個月還款一次) 
2022 年 奉獻收入 經常費支出 銀行貸款(本金) 會友免息貸款* 償還何文田 

1 月 671,000 536,000 18,000 0 0 
2 月 301,000 486,000 18,000 0 0 
3 月 998,000 511,000 1,306,000 51,500 0 
4 月 608,000 507,000 0 0 0 
5 月 861,000 467,000 0 0 0 
6 月 1,911,000 565,000 0 71,500 0 
7 月 657,000 887,000 0 200,000 0 
8 月 610,000 433,000 1,500,000 0 767,000 
9 月 575,000 410,000 0 51,500 0 

10 月 646,000 790,000 0 0 0 
11 月 536,000 428,000 0 0 0 

合共： 8,374,000 6,020,000 2,842,000 374,500 767,000 
 
深水埗浸信會 2023 年建議閱讀 
第一季：《權力與激情：六個追尋復活的人物》 
作者：塞繆爾．韋爾斯(Samuel Wells) 譯者：陳永財出版社：基道出版社頁數：192  定價：$73 

 

本書作者展示聖週（Holy Week）裏的人物如何面對抉擇，以
及與我們經歷相類似的感受。他探討六種權力，表明耶穌復
活如何帶來一種新權力，是會轉化我們生命中的激情的。他
生動地描繪圍繞著耶穌的十架和祂的復活所發生的故事。我
們會看到本丟．彼拉多和巴拉巴的軟弱，以及亞利馬太的約
瑟和尼哥德慕那種妥協的性格。我們會發現彼拉多妻子那種
不易察覺的權力，也會在彼得和抹大拉的馬利亞身上找著復
活的真正權力，就是那帶來寬恕並終結死亡的桎梏，由是轉
化所有人的激情。透過仔細研讀福音書的經文，作者展示這
些人物對我們今天的信仰和生命的重要性。  

目錄 
1.本丟．彼拉多 
2.巴拉巴 
3.亞利馬太的約瑟 
4.彼拉多太太 
5.彼得 
6.抹大拉的馬利亞 
書目和進深閱讀 
註釋 

寫作目標 
1. 更新讀者的生命，成為謙卑、忠誠、有時需要犧牲，但卻十
分喜樂的基督門徒。將讀者引向悔改、加力和鼓舞。 

2. 延續基督徒對上帝在聖經中賜給我們的了不起恩賜的興奮。 
3. 幫助讀者發揮他們自己的力量，在教會的實踐和操練中，看
到自己的真正身分，視生命不是個別計劃，而是聖潔生活的
集體方案。 

4. 轉化讀者對耶穌的生命和他今天怎樣活出他的生命之間的
關係的理解，因我也曾經讀過一本轉化我生命的書。 

 
作者簡介 
塞繆爾 ‧ 韋爾斯（Samuel Wells）生於加拿大，曾紐卡素（Newcastle）、諾域治（Norwich）及劍橋（Cambridge）
英國聖公會的教區服事十四年。二○○五年，任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附屬禮拜堂的主任牧師，並杜
克神學院（Duke Divinity School）基督教倫理學的研究教授。他所著有關神學倫理學的書籍包括： God's 
Companion、Improvisation 及 Transforming Fate into Dest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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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浸信會 2023 年讀經計劃 
第一季：《彼得前、後書》 
 
寫作背景  
寫作彼得前書時，信徒散居各地，處境非常困難，生活貧窮而又常遭受反對者毀謗、
誣控和迫害（2:12，3:16）。初時，迫害多半來自猶太人的仇視和嫉恨，至於羅馬
政府方面對教會不大注意，只不過當作是一種宗教上的派別而已。但這時情形不同，
由於反對者惡意造謠，羅馬政府漸漸懷疑教會是一種圖謀反叛政府的組織，因而橫
加干涉和攻擊，所以當時信徒處在一個受敵視的環境中，經常受人的恐嚇、誣告、
審訊、逼害(如1:7，4:12-13)，所謂「火的試煉」正是當時信徒處境的縮寫。  
 
彼得既知道信徒的苦境，便寫信派西拉（5:12）帶去安慰他們，並勸勉他們忍耐、
信服主、不灰心，要在不信者面前表現聖潔的生活，並效法主的榜樣（2:12-25，4:1）。
詳論信徒如何在苦難中度寄居生活，盼望天上的家鄉。彼得所以被稱為盼望的使徒，
就是因他的書信中多講到盼望。實際上安慰受苦之人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有盼望。 
 
至於彼得後書時期，使徒預知自己行將殉道（彼後1:14，約21:18），又知道教會中
必有假師傅出來敗壞信徒的信心（彼後2:1），特別是有關主再來的應許和將來審
判的道理（3:3-7），將會受到異端的扰亂和毀謗；因而他極力勸勉信徒在信德上追
求長進（1:5-8），好在自己去世之後，信徒仍可以常常記念他的教訓（1:15）。 
 
另一方面，使徒也詳細地列舉那些假師傅的行事和危險，促使信徒謹慎提防；同時
又警告那些膽大任性，以敬虔為得利門徑，知義路而故意背棄的人，必不能逃避神
公義的審判和刑罰。 
 
大綱 

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 
【神的恩典—苦難中的盼望】華倫魏斯比 【信徒責任—敗壞中的持守】查經資料大全 
一、神的恩典和拯救(一1-二10)  

1.活在盼望裏(一1-12)  
2.活在聖潔裏(一13-21)  
3.活在和諧裏(一22-二10)  

二、神的恩典和順服(二11-三12)  
1.對權威的順服(二11-17)  
2.對主人的順服(二18-25)  
3.在家裏的順服(三1-7)  
4.在教會裏的順服(三8-12)  

三、神的恩典和苦難(三13-五11)  
1.基督耶是主(三13-22)  

2.有著基督的態度(四1-11)  
3.榮耀基督聖名(四12-19)  
4.期待基督的再來(五1-6)  
5.依靠基督的恩典(五7-11) 

一、問安(一1-2) 
二、真知識的性質(一3-21) 

1. 增進真知識的基礎和途徑(一3-11) 
2. 彼得個人經歷的見證(一12-18) 
3. 先知預言的憑據(一19-21) 

三、假師傅的表現(二1-22) 
1. 他們的出現和滲透(二1-3) 
2. 他們將受審判的證明(二4-10上) 
3. 他們的罪行(二10下-16) 
4. 背棄真知識的可憐(二17-22) 

四、假師傅的信息與真知識的盼望(三1-18) 
1. 否定主再來的說法(三1-4) 
2. 主再來的憑據和盼望(三5-13) 
3. 提防錯解聖經，要殷勤長進(三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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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一) 肢體消息 
1. 留院肢體：何偉、陳美善 (陳美慧之姐姐)、鍾美英 (張嘉之媽媽) 

 
2. 軟弱肢體：張景維、蘇智祺、張燕心、林碧英、 鄧佩琼、                                     

          曾俊傑 (曾依莉之弟弟)、梁以撒牧師、                                     
          趙淑儀 (陳淑粧之媳婦) 
 

3. 本港近日疫情反覆，教會內亦有肢體受感染，願主醫治、看顧。 
 

(二) 教會事工 
1.  為 2023 年 1 月 8 日差傳主日崇拜講員及各司職代禱。 

 
2. 為教會兄姊：敬虔地跟隨神，並按神的話去見證神。 

 
3.  為教會及各部在計劃及推動新一年的事工禱告。願眾肢體彼此同心，

 靠主得力。 
 
(三) 社會世界 
1. 為世界的戰爭和社會的動盪禱告，願主憐憫世代，止息紛亂。 
 俄烏戰爭持續 
 美國持續受冬季風暴影響，造成人命傷亡，居民生活大受影響 
 菲律賓暴雨成災，數以萬計居民受影響 
 中國內地疫情嚴峻，感染人數激增 
 

2. 為香港禱告： 
 近日疫情反彈加上正值冬季流感期，醫院急症室及病房服務的需

求大增，願主幫助眾醫護人員有力量面對 
 政府計劃 1 月中通關，冀各部門能有智慧地去預備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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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2023 年 1 月 1 日 (聯合崇拜) 2023 年 1 月 8 日 (差傳主日) 

  (上午 11:00)  早堂(上午 8:30) 午堂(上午 11:00) 

講員： 盧遠志傳道 羅偉森牧師 

主席： 曾惠安執事 張國強弟兄 何張麗珍執事 

領詩： 陸少彬弟兄 許天樂弟兄 彭陳敏儀姊妹 

司琴： 黃悅晴姊妹 何詠恩姊妹 尹梁梓齡姊妹 陳麗媚姊妹 

影音員： 
林志偉弟兄 
饒凌峯弟兄 
李笑梅幹事 

郭定健弟兄 
朱志強弟兄 

李港生弟兄 
陳恩緯弟兄 
梁何文生姊妹 
梁國欣弟兄 

司事： 

余佩珊姊妹 
蕭麗萍姊妹* 
黃耀光弟兄 

曾鄺佩雯姊妹* 
曾楚琦姊妹* 
尹仲禮弟兄* 
黃頴雪姊妹 
陳家明弟兄 

鄭樹傑弟兄 
許梁綽雅姊妹 
林關兆蘭姊妹 
黃雪穎姊妹 

陳陳艷霞姊妹 
陳侯嶺英姊妹* 
陳超倫弟兄* 
饒凌峯弟兄* 
陳志威弟兄 
陳炳祥弟兄* 
何耀添弟兄 

接待大使： 陳超倫弟兄 陳曉彤姊妹 何楊啟香姊妹 
鄭黃偉倫姊妹 
曾上元弟兄 

詩班： 教會詩班 — — 

插花： 曾陳彩蓮姊妹 馬南亞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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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文耀傳道 少年崇拜： 

 
午堂/聯合崇拜司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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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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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