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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者 心 語牧 者 心 語

綠袋：基址事工綠袋：基址事工

支持本會開設的四間基址：

1. 富亨浸信會　　　2. 大埔國際浸信會　　　3. 天澤福音堂　　　4. 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2023 年度 累積至 2 月份收入 全年預算支出 累積比例

基址事工 HK$24,825 HK$2,254,348 1.1%

周偉強牧師周偉強牧師

　　僕人才幹的比喻，內容是講述主人在往外國去時，就叫了僕人來，在家裡很鄭

重地吩配他的家業，主人是按著僕人不同的才幹，給予僕人不同銀子去管理，讓他

們自由去經營。

　　經文講述人的潛能與才幹是來自上帝的，而人得到什麼的分配，是無權作出任

何的反對。另一方面，上帝衡量人的成功與失敗，並不是按著人的才能與地位，而

是按著人的努力與否來決定。從經文的教導，賺五千的與賺二千的，其利潤雖是不

同的，但其所得的稱讚，竟然是完全一樣。所以我們當知道，才幹有多少並不是最

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去經營你的才幹。

　　至於那領一千銀子的，為何得不著神祝福呢？全因他心裡產生一些心理障礙︰

首先，他對上帝缺乏信心，以致他怨天尤人，批判主人是狠心的人；其次，他對環

境不滿，因此他害怕失敗、害怕困難，擔心自己不能成功；第三，他對主人的分配

感到不滿，因此他自暴自棄及怨天尤人；第四，其實上帝都賞識他，可是他自己不

賞識自己，不去開發潛能，浪費資源。現實世界中，我們會經常看到這類人，他們

不滿這、不滿那。常認為今天的他，是社會的不公，是社會對不起他，卻完全沒有

細想是自己的問題。

　　其實，人總要有面對上帝算帳的一天，不但要向自己負責，也要向上帝負責。

那領一千銀子的人最後卻被丟在外面黑暗裡，並要在那裡哀哭切齒。所以，我們要

好好學效那領五千和二千的，千萬不要像那領一千的，我們懂得接納自己原有的才

幹、盡力經營自己的人生和克服自己心理障礙，不要局限自己的思維，突破自己，

創造奇蹟，才能達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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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默禱 .................................................................................................................................. 會眾

序樂 ....................................................................................................手鈴 ( 早二、午堂 )/ 司琴

宣召經文 ..... 聖靈的澆灌 ( 世頌 247 ) ............................................................................... 主席

宣召詩.......... 聖靈之歌 ( 世頌 250 ) ................................................................................... 會眾

祈禱 ........................................................................................................................................... 主席

詩歌 .............. 神靈遍蓋 ( 世頌 233 ) 　聖靈請祢來充滿我心 ( 週報頁 5 ) ................會眾

 一切獻在壇上 ( 世頌 395 )

奉獻祈禱 ..... 1. 崇拜獻金 ( 紅袋 )  2. 基址事工 ( 綠袋 ) ................................................主席

三一頌..........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會眾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們。

獻詩 .............. 週六：The Lord’s Prayer    午堂：祈求上帝潔我心.............................詩班

讀經 .............. 太：25：14-28 ............................................................................... ( 正堂 ) 主席

 約 15：1-11 .................................................................................... ( 宏福 ) 主席

講道 .............. 僕人的才幹 .......................................................................... ( 正堂 ) 周偉強牧師

 枝子的啟示 .......................................................................... ( 宏福 ) 李文忠牧師

回應詩.......... 僕人的禱告 ( 週報頁 6 ) ................................................................ ( 正堂 ) 會眾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 週報頁 6 ) ........................................... ( 宏福 ) 會眾

歡迎問安 ..... 愛使我們相聚一起 ............................................................................教牧．眾立

家事分享 .................................................................................................................................. 教牧

牧禱祝福 ..... 阿們頌 ( 世頌 573 ) ....................................................................................... 教牧

差遣詩....................................................................................................................................... 會眾

殿樂 ........................................................................................................................................... 司琴

崇拜是迎見神，衣著務要端莊整潔，以示虔誠。
崇拜是約會神，非不得已，絕不遲到或早退。
崇拜是親近神，崇拜前五分鐘已安靜就坐預備心靈，並關掉所有響鬧裝置。
崇拜是敬拜神，人人皆同心參與各項程序。
崇拜應專注神，除專責人員外，請勿在崇拜中拍照或攝錄。

崇拜守則崇拜守則 ( 本會網頁可重溫講道 )

崇拜程序崇拜程序

b 歌頌獻呈歌頌獻呈 a

b 領受主話領受主話 a

b 差遣服侍差遣服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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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經文】聖靈的澆灌 ( 世頌 247 ) 【宣召經文】聖靈的澆灌 ( 世頌 247 ) 

帶領︰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會眾︰ 求永生神的靈澆灌我們。

帶領︰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會眾︰ 求永生神的靈澆灌我們。

帶領︰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會眾︰ 求永生神的靈澆灌我們。

齊聲︰ 但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就必得着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

教會年曆 之 聖靈降臨節教會年曆 之 聖靈降臨節

　　耶穌升天後的十日，亦即復活節過後的第 50 天，是聖靈降臨節，紀念聖靈降臨

在所有信徒的生命中。在約翰福音 14 章，耶穌曾說祂會求父賜給我們保惠師永遠與

我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這位聖靈會將一切事指教我們，叫我們想起耶穌曾對

我們所說的一切話，教我們明白真理。使徒行傳 2 章 1 至 47 節記載了聖靈在五旬

節如同火焰的舌頭一樣降臨在門徒身上，他們被聖靈充滿，就得著悟性和能力，稱

耶穌為主和彌賽亞，大膽宣講耶穌，教會亦在那天宣告建立起來。聖靈降臨節象徵

一個新開始，聖靈臨在我們的生命中，我們都要經歷上帝更新的同在與能力。聖靈

的能力亦澆灌在教會之中，讓祂的兒女得著恩賜和能力去傳述基督。就讓我們一同

慶賀聖靈的降臨，聆聽及順服聖靈在我們生命和教會中的教導和帶領。

詩歌信息詩歌信息

　　今天的宣召經文引自舊約先知約珥的預言，他宣告說，神在末後的日子要將祂的

靈澆灌凡有血氣的，神的兒女、僕人、使女都要得著能力，說預言宣講上帝的旨意。

這不但應驗在新約使徒行傳聖靈降臨之時，也要應驗在每一個跟隨耶穌基督的人身

上，以及神的教會之中。讓我們同唱聖靈之歌，願主耶穌所差來的聖靈充滿群羊，讓

衆心一同稱頌主、降伏於主。從創世以來，聖靈一直作工，神靈遍蓋一曲正是我們認

識聖靈的工作的良好教材：詩歌一到五節闡述聖靈如何參與在創世大工之中（創 1：

2），如何透過眾先知向祂的子民及世人啓示神的旨意和話語，如何與道成肉身的聖

子耶穌基督配搭同工（如太 4：12、來 9：14）、如何差遣帶領門徒傳揚福音 ...... 直

至今天，祂仍内住、運行在屬祂的人的生命中，成就祂的美意（腓 2：13）。就讓我

們以悟性歌唱，同來述説、讚美聖靈的工作，又同向聖靈懇禱說，聖靈請祢來充滿我

心，藉聖靈與真理敬拜神，生命被主更新改變。神既然藉著聖子耶穌基督成就救贖洪

恩，又賜下聖靈一生保衛引導我們，今天，我們是否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呢？（代下 29：5 下、羅 12：1）就讓我們降伏主前，讓聖靈管理身心，

將一切獻在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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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處有少量歌譜供會衆取用＊入口處有少量歌譜供會衆取用

【宣召詩】聖靈之歌 ( 世頌 250 )【宣召詩】聖靈之歌 ( 世頌 250 )
曲、詞：John Wimber 譯：區美賢

1. 願聖子基督差遣聖靈與慈愛將你包圍；祂充滿你心使你靈得滿足。 
 將憂慮交給恩主擔承，像鴿子的主聖靈，要降臨在你生命使你完全。
2. 一齊來歡欣高聲稱揚，喜樂充滿你心靈；舉起你雙手願降服在主名。 
 主解開心中悲哀憂愁，醫治你以往傷痛，你要靠耶穌聖名進到永生。
副歌：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

【會眾詩】神靈遍蓋 ( 世頌 233 )【會眾詩】神靈遍蓋 ( 世頌 233 )
曲：Psalmodia Sacra 詞：John Richards 譯：鄭翰龍

1. 神靈遍蓋創世初探，消除紛亂呈規範，親顯眾生透識世事，賜下諧和生命韻。
2. 神靈啟發先知宣告，主旨心意全被露，親啟眾心警惕訓示，預言靈訓無盡賜。
3. 神靈引帶曠野體驗，恩膏基督臨試煉，親身體恤我等困惑，這是神最美善意。
4. 神靈充滿門徒內心，賜予安靜無憂懼，親撫愛惜差遣指示，基督同在更親近。
5. 讚美尊榮都歸聖靈，祢愛傾注我生命，光輝榮尊都歸聖父，宣告耶穌是我主。

聖靈請祢來充滿我心聖靈請祢來充滿我心
曲、詞：Caroline Tjen 中譯：City Harves Church

約書亞樂團版權所有，蒙允准使用

聖靈，請祢來充滿我心，我需要祢恩膏，充滿我靈，
聖靈啊，我好愛祢，我的靈讓祢牽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愛祢。
副歌：我要追求祢主，我將生命獻給祢，牽引我更親近祢，祢大能更新我靈，
 無人能與祢相比，主我仰望祢的榮面，我敬拜祢在靈與真理裡。

一切獻在壇上 ( 世頌 395 )一切獻在壇上 ( 世頌 395 )
曲、詞：Elisha A. Hoffman  第 1-2 節劉福羣、何統雄合譯  第 3-4 節滕近輝、何統雄合譯

1. 你渴望有平安，期望信心增長，曾恆心的祈求與仰望；
 但不能有安息，亦無美滿福祉，除非你將一切獻壇上。
2. 你若願與主行，在主道之光中，時常得着滿足與平安，
 就要遵主美旨，遠離一切惡事，你更要將一切獻壇上。
3. 我們曾向主求，盼望主賜福佑，但難測主賜恩何深厚，
 直到將身心靈，讓主親自管理，全獻在祭壇上無保留。
4. 主慈愛無限量，有誰能盡傳揚，主的愛能使你心歡暢；
 與主甜蜜交往，主前福樂分享，你只要將一切獻壇上。
副歌：你所有是否獻在壇上作活祭？你心是否聖靈管理？
　　　你若將身心靈獻在神的手裡，必蒙祂賜平安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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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堂回應詩】僕人的禱告【正堂回應詩】僕人的禱告
曲、詞：Kelly Willard  粵譯：謝玉枝、梁臻階

版權屬恩福堂所有，蒙允准使用

容我作祢工，順服謙卑，神，我盼扶助孤苦與憂傷，
叫我在這一生禱告念記，求使我誠懇，求使我全心，求可作神的器皿。

【宏福回應詩】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宏福回應詩】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曲、詞：葛兆昕、陳慧瑟

版權屬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蒙允准使用

哦主，求祢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
我願將祢話語深藏在我心，作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求祢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祢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

【週六獻詩】【週六獻詩】The Lord’s Prayer  The Lord’s Prayer  
曲、詞：BOB CHILCOTT

1.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em that trespass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th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2. Our Father,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as it is in heaven,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As them that trespass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th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amen, amen.

【午堂獻詩】祈求上帝潔我心【午堂獻詩】祈求上帝潔我心
曲：Arnold B. Sherman　中譯：劉永生

祈求上帝潔我心靈，祈求上帝賜我新心；懇請主賜下聖靈，
來再造、更新我靈，導我歸正！主！懇請將我更新，
接納我，使我得甦醒，終一生，我心倚靠上帝恩。教我不忘（讚難神恩！）
讚歎救恩神奇，獻歌頌（讚歎上帝奇妙。宣告上帝深恩！）
宣告救恩超奇（每天頌讚、傳揚）高歌神深恩！
祈求上帝潔我心靈 （啊！清洗我靈）祈求上帝賜我新心 （啊！更新我內裡）
懇請主賜下聖靈，神聖恩主賜福佑，來再造、更新我靈，導我歸正！
祈求上帝潔我心！ A-m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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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李文忠牧師 ( 宏福 ) 講題：枝子的啟示講員：李文忠牧師 ( 宏福 ) 講題：枝子的啟示

　　面對不可知的前路，教會可以做的只有扎根於上帝裏面，而教會群體就是我們每
一個信徒，我們都要從葡萄樹的枝子領受三個啟示：
v5 一種完全仰賴的人生 
v1-2、4、8 一種結果子的人生
v9-10 一種完全降服的人生
反省思考：
　　我與基督的關係是表面上的，還是內在生命的連結？這關係是持續的，還是時好
時壞？甚至經常中斷？
經文：約翰福音 15：1-11經文：約翰福音 15：1-11
　　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
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
乾淨了。 4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
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
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6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 7 你們若
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8 你
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9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
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 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
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裏。 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
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講道大綱講道大綱　　　　　　　　　　　　講員：周偉強牧師 ( 正堂 ) 講題：僕人的才幹講員：周偉強牧師 ( 正堂 ) 講題：僕人的才幹

一 / 以不卑不亢去接納自己的才智
二 / 要盡心盡力去經營自己的人生 
三 / 要懂得去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 
思想問題：
1. 你有否覺得明明自己能力比別人高，但不被重用而覺得不公平呢？
2. 你有否盡力經營你的才幹呢？
3. 當你遇到困難時，你懂得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突破自己創造奇蹟嗎？
經文：馬太福音 25：14-28經文：馬太福音 25：14-28
　　14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 
15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
往外國去了。 16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作買賣，另外賺了五千。 17 那領二千的也照
樣另賺了二千。 18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19 過了許久，
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 20 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
『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 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
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
主人的快樂！』 22 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又
賺了二千。』 23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24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25 我
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 26 主人回答
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27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 28 奪過
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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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埔浸廣播】1.【埔浸廣播】第一時間獲取教會重要資訊！

2.【大埔浸信會代禱表】2.【大埔浸信會代禱表】如有需要教牧代禱，可填寫網上代禱表。如有需要，教牧

會聯絡您。所提交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只作代禱使用。

3.【網上新來賓登記表】3.【網上新來賓登記表】參加埔浸聚會的新來賓，願主賜福您，希望埔浸成為您屬

靈的家！請填寫網上「新來賓登記表」，讓我們能夠歡迎及關心您。

4.【會員個人資料更新】4.【會員個人資料更新】如需要更新在本會的聯絡及其他個人資料，請登入網頁填

寫有關資料。

＊以上 1-4 項請掃描右方 QR CODE 或登入以下連結填寫表格＊以上 1-4 項請掃描右方 QR CODE 或登入以下連結填寫表格 ]

https://www.taipobc.org.hk/?p=onepage&id=233

【招聘】【招聘】本會招聘差傳、會計、物管、IT 幹事 / 助理幹事，詳情請參閱教會佈告板。

【欣悅天地外展事工】【欣悅天地外展事工】

1. 近月正值流感高峰期，現正急需「成人口罩」，用於支援區內街坊需要，請弟

 兄姊妹按感動捐贈到欣悅天地。( 收集物資時間：週二至週六，11:00am-6:00pm)

2. 禮品優惠：特設優惠區售賣屬靈書籍及禮卡，歡迎親臨選購。

 電話：2656 1150      WhatsApp：6895 2587   

【屬靈教導組】【屬靈教導組】

新一期（6-8/2023）《靈命日糧》靈修小冊已經出版。歡迎到正堂地下、教育樓地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欣悅天地Facebook）

        教牧：教牧：

27/5 周偉強牧師和陳思聰傳道外出主領告別禮及火葬禮

28/5 尹志軒傳道往少崇證道

23/5-2/6 黃詠芝傳道休假，27/5-11/6 司徒嘉敏牧師休假

會友：會友：梁向榮弟兄及楊雪梅姊妹於 20/5 喜獲麟兒，母子平安，願主賜福他們的家庭。

同工 / 會友消息同工 / 會友消息

                      【全教會祈禱會】【全教會祈禱會】

日期：4/6 ( 逢雙數月份的主餐主日 )

時間：午堂後下午 1:00 至 1:15 (15 分鐘 )

地點：正堂二樓禮堂及宏福堂同步禱告 

願神招聚弟兄姊妹更多為全教會的事一起同心禱告 !

聚會資料聚會資料

https://www.taipobc.org.hk/?p=onepage&id=233


－ 9 －

【二零二三年五月份教會月會通知】【二零二三年五月份教會月會通知】

日期：28/5( 日 )　時間：下午 1:00　地點：正堂三樓副堂  

討論事項：

1. 有關會友黎潔梅姊妹申請將會籍轉往荃灣浸信會。

2. 有關追認陳樹蓮姊妹申請受浸加入教會，但由於健康原因已於 2023/4/8 在佛教

 醫院進行浸禮。

3. 有關追認陳浩然弟兄申請受浸加入教會，但由於健康原因已於 2023/4/22 在沙

 田醫院進行浸禮。

4. 有關追認賴慧賢姊妹申請受浸加入教會，但由於健康原因已於 2023/5/6 進行家

 中浸禮。

5. 有關追認廖奕良弟兄申請受浸加入教會，但由於健康原因已於 2023/5/11 在北

 區醫院進行浸禮。

6. 有關追認林佩玲及鮑潔餘代表本會出席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於

 2023/5/19 的週年會員大會。

7. 有關追認司徒嘉敏牧師於 2023/4/17 至 2023/4/22 往台灣處理李麗映姊妹安息

 善後工作，其交通、住宿及膳食支出合共 $8,304.30，作實報實銷及給予公假。

8. 有關差派蘇鳳珊牧師參加 2023/9/11-16 假印尼雅加達舉行之第 14 屆亞洲浸信

 會婦女大會，給予公假及全費 ( 不多於 $12,000) 資助。同時資助 4 位會友參加，

 每位資助 1/3 費用 ( 不多於 $4,000) 。

二、其他分享：

1. 分享聘請吳偉賢弟兄為本會傳道 ( 基址：天澤福音堂 )

議案詳情及有關資料，請登入以下連結： 

https://www.taipobc.org.hk/?p=doc_download

                      【啟示錄中的盼望】                      【啟示錄中的盼望】

導師：辛惠蘭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聖經科》）

日期：13/6 至 27/6( 星期二 ,3 堂）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教育樓二樓

報名方法 : https://equip.taipobc.org.hk/application-form#1075

信徒裝備信徒裝備

https://www.taipobc.org.hk/?p=doc_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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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是呈獻給神的禮物，會按本會章程用於宗教及慈善等用途。

現可透過以下方式奉獻 : 

1. 奉獻封

2. 支票奉獻。「大埔浸信會」或 (TAI PO BAPTIST CHURCH)

3. 銀行轉賬往本會在「中國銀行 ( 香港 )」之戶口：「大埔浸信會 (TAI PO BAPTIST 

CHURCH)」，銀行代碼 012; 戶口號碼：012—874-1-037903-8。然後 WhatsApp 到

97530725 或電郵至 account@taipobc.org.hk。

4. 捐款易電子轉賬平台 ( 包括轉數快 /Alipay/WeChat Pay/BOC Pay)

- 由於平台規限，每次上限金額為 $2,500，但次數不限。

奉獻注意事項

•無論以何種途徑奉獻，實名奉獻人名稱不可更改。

•本會收到每次奉獻，將以電郵和電話短訊發出確認信息。

•如夫婦聯名奉獻，除註明金額分配比例外，一律平均分配。

•未申報之奉獻，一律納入「不記名十一奉獻」。

•所有奉獻用作本會宗教及慈善用途。

奉獻詳情在本會網頁下載區內查閱或往以下網址 :

https://www.taipobc.org.hk/?p=onepage&id=73

捐 款 易 電 子 轉 賬 平 台
( 包 括 轉 數 快 /Alipay/
WeChat Pay/BOC 

奉獻途徑奉獻途徑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期間奉獻 )
本會【年度奉獻收據】及【奉獻明細表】已透過電郵及 SMS 方式發出列印連結，
弟兄姊妹可從網上下載作報稅之用。

　　　　　　　　可掃描左方 QR code 或點撃以下連結閱覽下載教學
　　　　　　　　https://www.taipobc.org.hk/?p=latest-news&id=752

如須索取列印版 , 可以透過以下途徑申請 :- 

- 可掃描右方 QR Code 或登入以下連結填寫表格     

 https://forms.office.com/r/ZzZ73E2zb0

- 到教會網站下載【年度奉獻收據 ( 列印版 ) 申請表】

- 正堂地下辦事處或教育樓 3 樓辦事處索取表格

填妥表格後放入奉獻箱或 WhatsApp 到 9753 0725。

如有問題可 WhatsApp 到 9753 0725 通知本會。

年度奉獻收據年度奉獻收據

( 索取列印版 )

( 下載教學 )

mailto:然後WhatsApp到97530725或電郵至account@taipobc.org.hk
mailto:然後WhatsApp到97530725或電郵至account@taipobc.org.hk
https://www.taipobc.org.hk/userfile/downloadarea/file1/c8f0c0b341f57257f66ce7c2e9ecf61d5aaaf18e.pdf
https://www.taipobc.org.hk/?p=onepage&id=73
https://www.taipobc.org.hk/?p=latest-news&id=752
https://forms.office.com/r/ZzZ73E2z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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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4日 週六 早堂 早二 午堂 宏福

講員
講題

李淑儀牧師
擱淺的日子
( 伯 1:1-12)

周偉強牧師
僕人的才幹

( 太 25:14-28)

崇拜
資料

宣召經文：節錄自約 14:15–17、16:8、13、詩 143:10  綠袋：慈惠事工
宣召詩：聖靈的充滿  會眾詩：輕輕聽 , 世頌 75,229　回應詩：527

主席 黃潔勤執事 陳少玲姊妹 陳傑文執事 劉竟成執事 鍾順好姊妹

領詩 梁宗信弟兄 楊家亮執事 張錦天弟兄 姚惠嫻執事 盛添鳳傳道

鋼琴 梁潔雯姊妹 何詠詩姊妹 陳晉翹弟兄 張亨余姊妹 黃偉兒姊妹

風琴 ／ ／ ／ 李靄蕾姊妹 ／

司事長 梅珊姊妹 高燕華姊妹 林靜婷姊妹 陳立峯弟兄 葉瑞麟姊妹

5月27-28日 週六 早堂 早二 午堂 宏福

講員 周偉強牧師 李文忠牧師

主席 梁子駒執事 李麗嫦傳道 李美玲姊妹 陳思聰傳道 曹翠容姊妹

領詩 陳芷茵執事 盛添鳳傳道 徐家義姊妹 馬惠就執事 李冠泉弟兄

鋼琴 陳詠雯姊妹 何詠詩姊妹 劉家慧姊妹 劉家慧姊妹 李頴怡姊妹

風琴 / / 黃明慧姊妹 黃思華姊妹 /

影音控制 朱恩成弟兄
謝穎妍姊妹

王真蔭弟兄
楊瑞堅弟兄
許應理姊妹

李國珊姊妹
黃佩妍姊妹
蕭鳳兒姊妹

蔡浩賢弟兄
林偉成弟兄
吳志深弟兄

江有蓮姊妹
黃玉蓮姊妹

獻詩 少年詩班 / / 午堂詩班 /

司事長 鄭志堅弟兄 梁學勤弟兄 梁燕華姊妹 陶美莉姊妹 張秀芬姊妹

崇拜當值員
禱告服侍

林淑怡傳道
( 地下 )

曾嘉豪傳道
( 二樓 )

盧雪心傳道
( 地下 )

李寶儀傳道
( 二樓 )

鄔重發執事
( 地下 )

蘇鳳珊傳道
( 二樓 )

謝嘉雯傳道
( 地下 )

羅天霖牧師
( 二樓 )

羅桂香傳道

新來賓
關顧員

梅珊姊妹
顧玉娟姊妹

馬琴姊妹
劉桂寧姊妹

梁英女姊妹
候麗嫻姊妹
譚雅勵姊妹

林燕萍姊妹
韓燕青姊妹
黃翠娟姊妹

張秀芬姊妹
葉瑞麟姊妹

出納 李樂雯姊妹、麥趣妍姊妹

點收奉獻 孫偉文弟兄、胡定欣姊妹

花藝 吳靜華姊妹

鮮花奉獻 巫志堅夫婦、吳群英姊妹、吳善強弟兄

本
週
崇
拜
事
奉
人
員

本
週
崇
拜
事
奉
人
員

下
週
崇
拜
預
告

下
週
崇
拜
預
告



祈禱會 時間 地點
週二 上午 8 時 30 分 教育樓 2 樓禮堂
週三 晚上 8 時正 教育樓 402-403 室
週四 上午 8 時 30 分 教育樓 2 樓禮堂

祈禱會 時間 地點
週五 上午 8 時 30 分 教育樓 601 室
週六 上午 6 時 30 分 教育樓 2 樓禮堂

雙月主餐 下午１時正 正堂２樓及宏福禮堂

崇拜 時間 適合對象 聚會地點
週六 週六 5:00pm

所有青年、

成年及長者

正堂

二樓禮堂
早堂 主日 8:00am
早二 主日 9:45am
午堂 主日 11:30am
宏福 主日 11:30am 浸小一樓禮堂
少年 主日11:30am 中一至中六 教育樓二樓

崇拜 時間 適合對象 聚會地點

嬰幼
天地

主日
9:45am

/11:30am
1 歲半至

3 歲的孩童 正堂 3 樓 304 室

幼童
真理牧場

主日
9:45am

/11:30am

K1
K2
K3

正堂地下 101 室
正堂地下 102 室
正堂地下 103 室

兒童 主日
11:30am

P1 至 P3
P4 至 P6

教育樓 402-403 室
教育樓 502 及 503 室

　　大埔浸信會是以基督為首的地方教會。我們的使命是要透過發揮
各人恩賜，帶領萬民歸主，塑造門徒生命，實踐彼此相愛，服侍大埔
社群，建立合一敬拜；從而建立基督的身體，藉此榮耀上帝聖名。

教會目標宣言

本會教牧同工： 堂主任：李淑儀牧師　22479021
（正堂） 李文忠牧師　 22479012 蘇鳳珊牧師　 22479010 羅桂香傳道　 22479017
  陳思聰傳道　 22479011 黃曉穎傳道　 22479013 盛添鳳傳道　 22479019
  謝嘉雯傳道　 22479014 李寶儀傳道　 22479018 尹志軒傳道　 22479016
（教育樓） 鄭鈞業牧師　 22479110 周偉強牧師　 22479111 司徒嘉敏牧師 22479104
  羅天霖牧師　 22479128 楊樂怡牧師　 22479112 黃詠芝傳道　 22479109
  曾嘉豪傳道　 22479113 蘇銘謙傳道　 22479108 林淑怡傳道　 22479115
  盧雪心傳道　 22479103 李麗嫦傳道　 22479114 余忠生傳道　 22479127

上週奉獻金額 累積至四月份收入總數
( 不包括基金賬目 )

2023 預算支出 累積比例

$145,907.20 $9,323,693 $28,945,344 32%

主日學總人數 兒童 長者
55 24 31

上週祈禱會

63

信裝人數
249

聚會資料聚會資料

上週聚會及奉獻總數上週聚會及奉獻總數

生日之星生日之星

崇拜總人數 成崇 ( 現場實體 ) 成崇 ( 網上實時 ) 少崇 兒崇 幼崇 嬰幼

1470 928 381 38 49 39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