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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浸信會 �ŚƵŬ�zƵĞŶ��ĂƉƟƐƚ��ŚƵƌĐŚ 

堂主任： 麥惠賢牧師  福 音 幹 事 ：  伍張玉芬姊妹 

傳  道： 李嘉璐傳道  幹事(部份時間)： 吳林美珍姊妹 

電話： ���������  網頁： ZZZ�F\EF�RUJ�KN 

聚會地址：竹園南邨浸信會天虹小學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  詩 ������ �…………… 眾 立 

頌 讚 ……… 《前來敬拜(粵語)》 ………  

《從這代到那代》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唱 詩 ………… 《燃動生命》 …………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  王下 ����-����………… 眾 立 

講 道 ……  「靈性衰落的儆醒」  …… 麥惠賢牧師 

 王下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 《尋求神的臉》 …………  主 席 

奉 獻 ……………………………………… 何 志 超 

家事分享 ……………………………………… 麥惠賢牧師 

祝 福 ……………………………………… 麥惠賢牧師 

頌 讚 ……………《榮耀頌》…………… 

讚美聖父慈愛至深 基督捨己來救罪人 

每刻施恩聖靈導引 三一神極配大頌揚 
經典重生 (全心製作)，蒙允許使用  

主 席 

彼此問安 ……………………………………… 主 席 

1. 歡迎新來賓參與崇拜，願主賜福與你。 

2. 會友月會： 12/12 崇拜後舉行，議程已發出，懇請
會友出席，如有查詢請聯絡玉芬福幹。 

3. 月禱會： 12/12 會友月會後隨即舉行月禱會，請弟
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4. 鼓勵弟兄姊妹參與 12 月份聚會 

 

 

 

 

 

 

 

 

 

 

 

 

5. 傳道部：為回應大使命，推動差傳事工。現定本會

2022 年差傳信心認獻目標為 HK$136,000，鼓勵弟
兄姊妹以禱告和奉獻來支持， 於未來 12 個月裡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什一常費奉獻以外，另奉獻
教會差傳經費。 請填妥差傳信心認獻表格，放入認
獻箱內，今天截止。。 

6.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由漢語聖經協會主辦，冬季讀經
講座暨 2022 年讀經計劃起步禮： 

迎接公義謙和的君王－《撒迦利亞書》研讀 

講員：周永健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 九龍塘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顧問牧師） 

日期： 11/12/2021(六)早上 10-12 時 

地點：實體講座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另設  
網上直播，漢語聖經協會網頁會員專區報名。 

7.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週三晚上 8 時的網上祈禱會    
(1、8、15、22/12)，請聯絡麥牧師取 ZOOM 連結。 

日期 聚會 對象 註 

24/12 (五)

晚上 

8:00-9:30 

平安夜 
崇拜 
  

成人/   

基督徒/  

想認識信仰

之人士 

不用報名 

歡迎參與 

25/12 (六) 

下午 

12:30-2:00 

聖誕 
探訪關懷 

願意探訪 

服事之肢體 

須報名  

(請聯絡 

李傳道) 

31/12 (五) 

晚上 

8:30-10:00 

除夕夜 
祈禱會 

(網上 zoom) 

恆常出席 

竹浸之肢體 

須報名 

(請聯絡 

玉芬福幹) 

將臨期第一主日： 
(盼望 Hope ：主已臨近─基督帶來盼望)� 

在教會年曆中，聖誕節前的四週 

為「將臨期」（$GYHQW），意思 

是即將臨到，為要提醒信徒要警 

醒，挑戰我們基督徒靈性的反             

省，我們要預備心靈、悔罪及等 

候基督降生並再臨，讓我們對彌賽亞來臨產生

渴望。弟兄姊妹，你可有想過如何準備自己迎接

聖誕節呢？讓我們默想以下經文： 

�太 �����-��� 

「�� 你們要謹慎！凡事我都預先告訴你們了。 
��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

震動。』��「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

大榮耀，駕雲降臨。��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

民從四方，從地極直到天邊，都招聚了來。」 

這兩年，���� 新冠狀病毒病對全球帶來前所未

有的影響，我們以往慣常的生活已不再，出門要

謹記戴口罩和勤洗手。而且這世界不論是政治、

經濟和社會民生都帶來不安，天災橫禍也不停。

聖經預告我們要謹慎，雖然我們不知道何時何

日，但主必會再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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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潘顯兆執事 蔡創仁執事 

講 員 麥惠賢牧師 梁志強牧師 

司 琴 蔡信行/李嘉璐傳道 吳卓軒執事 

敬 拜 隊 黃悅茵堂委 蔡創仁執事  黃婉蓮  劉鳳怡   

司 事 長 黃何麗珊 余月媚 

司 事 黃其邦 劉芷均 潘俊偉 黃林如玉 

奉獻祈禱 何志超 黃強坤 

插 花 黃婉蓮 黃林如玉 

主 餐 餅  /  / 

影音統籌 劉鳳怡 陳錦扑堂委 

音 響 聶明欣 聶明欣 

直 播 潘衡健 陳錦扑堂委 

點算獻金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龐郭潤芬 楊佩瑩 

兒崇          
-R\IXO�NLGV 

伍張玉芬 楊佩瑩  
黃芝婷    

袁永良 李嘉璐傳道  
劉芷均    

啟 蒙 班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龐郭潤芬 楊佩瑩  

下主日講題：精神健康來自做正確的事 (可 ����-��)  

主日獻花：麥惠賢牧師 

 

崇拜         
少年 

崇拜         
兒崇 

-R\IXO��.LGV 
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 

祈禱會 

��人 
(��人準時) 

— ��人 �人 — ��人 

 

約書亞團 活水團  保羅團 

金齡組  
喜樂組 

媽媽組 

火腩組 

弟兄組 

同行組 

姊妹組 

爸媽 

小組 
職青 

��人 �人 �人 �人 — ��人 

 

提摩太團 
大專 

提摩太 

成長小組 

初中    

我是主的牛 

高中    
成長班    

�人 ��人 —  

   

�人 

堂費：   

差傳：   

合共：   

����年差傳奉獻累積 ������������� 

$ ����������� 

$  �������� 

$ ��������� 

����������� 

���������������� 
 

主日：  

其他：  

 

  &KXN�<XHQ�%DSWLVW�&KXUFK 

 

�� 為弟兄姊妹預備迎接聖誕節的來臨，騰出時

間安靜默想。 

�� 為新一年事奉人手安排祈禱，求主感動弟兄

姊妹的心起來事奉主。 

�� 為弟兄姊妹身體軟弱祈禱(薛耀泉弟兄、  

陳德選弟兄)。 

�� 為本港疫情祈禱：求主保守市民不要鬆懈，

繼續做好防疫工作。 

�� 記念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宣教工作，透過不同

的事工，使人作主門徒。 

 

影音小組會議 月會 

������������日��� ������������日��� 

聯席會 

������������日��� 

家長英文班  星期二  上午 ����-����� — 

家長查經小組  星期四 上午 ����-����� —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 ��人 

家長興趣班    — 

-R\IXO�.LGV�學生團契 星期二至四�� 下午 ����-���� — 

學生祈禱會   —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 

親親天父時間   ��人 

讚美操  星期六 上午 ����-�����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 ���人 

小六升中預備班 星期六�� 下午 ����-���� — 



前來敬拜 (粵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萬族萬國都要近前來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地上樂韻都要頌讚祢 

榮美我主 能力顯於高處 卻願臨近世人 傾出救恩 

榮美我主 能力都歸給祢 配受權柄 配受崇拜 

前來敬拜 高聲讚美 

地上萬民 都愛慕祢 榮耀降臨 君尊的救主 

地上萬民 都愛慕祢 惟獨讚揚 耶穌 主和王 

(曲游智婷/原詞鄭懋柔/譯詞呂兆樑 Cantonhymn 恢復粵語詩歌

敬拜文化運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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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游智婷/原詞鄭懋柔/譯詞呂兆樑 Cantonhymn 恢復粵語詩歌

敬拜文化運動網站) 

前來敬拜 (粵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萬族萬國都要近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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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文化運動網站) 

從這代到那代 

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 

祂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祂。 

不分種族國家，齊聲來頌揚， 

在寶座前，高舉雙手。 

從這代到那代，萬民不停頌讚， 

從地極到地極，萬民歡然獻祭， 

從列國到列邦，齊尊崇祢為王， 

高唱哈利路亞，齊敬拜彌賽亞。 

眾城門，抬起頭，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末後的榮耀大過先前的。 

眾城門，抬起頭，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萬國敬拜如眾水的聲音。 

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在寶座前，齊聲敬拜祂。 

(曾祥怡、游智婷曲詞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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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神的臉  

若我的子民，謙卑禱告，尋覓著我臉， 

承認他的過犯，立志遠離邪行， 

我便打開天門，從天上垂聽著禱告， 

赦免罪孽，傾出恩典，醫好這地的傷處。 

1.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淨， 

願聖靈重頭復興我，化軟弱成壯健， 

憂傷得醫治，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2.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淨， 

願聖靈重頭復興每一個，化軟弱成壯健， 

憂傷得醫治，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朱浩權曲詞/曲詞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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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動生命 

�� 靜靜驀然回首，昨天喜與愁； 

曾遇狂風激流，挫敗時候。 

念記是誰留守，成良牧恩友， 

燃亮漆黑變白晝。 

�� 歌聲共鳴迴響，要把光發揚； 

蒙召奏出音符，獻在壇上。 

奉祢旨意同心，抬頭共高唱， 

朝著主牽引路向。 

主恩壯闊浩瀚，高山低谷那懼去闖； 

繼續成長，憑信望愛堅定膽壯。 

聽凱歌從天降，在我心燃動熾熱盼望； 

沿路有祢護航，向標竿奔往！ 

(榮耀聖潔國度，我一心嚮往！) 

(陳民煒曲甄燕鳴詞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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