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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福音主日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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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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萬有都歸祢》 …………  

《神伴你每天》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唱 詩 …………  《愛裡重圓》  ………… 主 席 

敬聽主言  

見 證 ……………………………………… 陳業強弟兄 

講 道 ………… 「快樂@家」 ………… 霍劍青傳道 

 路 �����-����約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  《愛裡重圓》  ………… 主 席 

奉 獻 ……………………………………… 陳錦扑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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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 路 �����-����約 �����……… 眾 立 

1. 歡迎新來賓參與崇拜，願主賜你平安和喜樂。 

2. 敬謝香港短宣中心教務部助理主任霍劍青傳

道蒞臨證道。 

3. 每主日崇拜將於 10時開始，請大家留意以下 

A. 如較早回來教會的弟兄姊妹，歡迎大家互

相問安或個人安靜祈禱。 

B. 直至9:55主席向會眾呼籲要安靜主前，預

備心靈崇拜。 

4. 第十二屆浸禮將於 3/10 下午 3 時至 5 時假

恩潮浸信會三樓空中花園（九龍鑽石山蒲

崗村道 200 號）舉行浸禮。 誠邀弟兄姊妹出

席，見證主恩。 

5. 教育部 

 「靈命培育課題：基督教倫理初探」 

講師：辛德賢傳道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信徒神學教育部特約講師)  

日期： 16/10 & 23/10(六) 

時間：早上 10:00-12:30  

地點：天虹小學 409 室 

截止報名： 10/10/2021  

(參加者請在司事桌填寫報名表) 

6. 下星期三(22/9)為公眾假期，故此週三網上

祈禱會暫停一次，並於 29/9(三)恢復聚會。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請向同工查詢視像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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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余鋒 蔡創仁執事 

講 員 霍劍青傳道 馮小珏姑娘 

司 琴 吳卓軒執事 蔡信行/李嘉璐傳道 

敬 拜 隊 張戴翠芬  黃悅茵堂委 劉鳳怡  

司 事 長 余月媚 余月媚 

司 事 潘俊偉 黃何麗珊 劉芷均 黎美思 

奉獻祈禱 陳錦扑堂委 張慧賢執事 

插 花 黎美思 黃林如玉 

主 餐 餅 / / 

影音統籌 蔡創仁執事 陳錦扑堂委 

音 響 梁學賢 梁學賢 

直 播 劉鳳怡 鄭志樂 

點算獻金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黃何麗珊 潘楊佩慧 

兒崇          
-R\IXO�NLGV 

袁永良 楊佩瑩  
黃芝婷      

伍張玉芬 袁永良  
黃芝婷     

啟 蒙 班 蔡黃艷芬  林綺媚  龐郭潤芬 林綺媚  

下主日講題： 
好撒瑪利亞人故事帶給我們的反思 (路 �����-���� 

主日獻花： 郭金義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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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KXN�<XHQ�%DSWLVW�&KXUFK 

 

�� 為教會 ���� 年遷堂祈禱守望：求神帶領， 

成就神心意。 

�� 為慕道及初信者的心祈禱，求主堅固信心，

栽培得力。 

�� 為病患的弟兄姊妹祈禱：求主醫治和安慰。 

�� 為香港各階層市民祈禱，因疫情影響生活，

為政府各樣措施能妥善安排。 

�� 為阿富汗祈禱：塔利班進入阿富汗掌權、女

性的對待、人民生活困苦及恐懼。 

�� 為緬甸政局動盪祈禱，求主掌權，阻止暴力，

保護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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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會 /聯席會議 司事會議 

������������日��� ������������日��� 

職青部會議 

������������日��� 

 

 

家長英文班  星期二  上午 ����-����� —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星期四 上午 ����-����� —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  �人 

家長加油站  星期四 上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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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祈禱會   ��人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 

假期聖經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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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 



萬有都歸祢 

祢是榮耀 至美尊崇 萬有都歸於祢名下 

配受傳頌 至偉至聖尊貴 願讚揚 獨有主美善的真諦 

齊向祢舉手傳揚 神的犧牲與十架  

同頌祢深厚大愛 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 

原是祢恩典降臨 眾山海都震撼呼應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張樺曲詞/曲詞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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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伴你每天 

彼此勉勵，無萬語千言，此刻我願，神伴你每天， 

幾許世事改變，主恩典不變遷， 

因主名字是以馬內利，神將祂的愛盡獻。 

主恩降臨，才驟覺甘甜，總不間斷，神伴你每天， 

憂傷眼淚不見，歡欣笑臉重現， 

因主名字是以馬內利，神恩典豐富未變。 

許多過去，今天發生，前面有主跟你同行， 

神在世界，留下愛的腳印，也會為你賜福一生。 
(李偉倫曲 朱浩廉詞/曲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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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裡重圓 

曾躺於家中無言望著磚瓦   

這裡滿地藩籬未見鮮花  

人習慣怨懟吵架  從未靜靜對話  

熱誠和濃情為何全被僵化  

迷失的心窩徐徐遇著光線  

悄悄發現原來是你笑面  

寒夜裡送我溫暖  同渡患難片段  

在遙遙長途仍然持續不變   

裂破的鏡 今日重圓  

全因為你 用愛將一切扭轉  

往日仇怨從此消失不見  

人間遇上你以後心中不再嗟怨  

恨痛的心，今後復原  

神的大愛，令此生可有依戀  

茫茫人海時光匆匆飄遠  

浮生幻變，但我終找到了家的溫暖  

恨痛的心，今後復原  

神的大愛，令此生可有依戀  

茫茫人海時光剎那流逝飄遠  

浮生幻變，但我終找到了家的溫暖 

(曲詞盧永亨 承蒙真証傳播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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