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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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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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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部會議 �����������日���� 

月會/年會 �����������日���� 

聯席會議 �����������日���� 

堂費：  ������������� 
差傳：  ���������������� 
主日：  ��������������� 
其他：  ����������������� 
合共：  

����年差傳奉獻 
累積 ������������ 

  

��������������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 詩 ����-�� …………… 眾 立 

頌 讚 …… 《新的異象， 新的方向》 ……  
《歸向祢》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唱 詩 ………… 《起初的愛》 …………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 馬可福音 ����-�� ……… 眾 立 

講 道 ………「大格局的思考！」……… 梁志強牧師 

 馬可福音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 《天國在人間》 …………  主 席 

奉 獻 ……………………………………… 張 嘉 明 

家事分享 ……………………………………… 麥惠賢牧師 

祈禱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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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樂後彼此問安  

 

 

崇拜   
        

(實體) 
(網上) 

��人 
�人次 

準時 ��人 
�人次 

少年崇拜  — 

月禱會  — 

兒童崇拜  �人 

啟蒙班  �人 

週三祈禱會  ��人 

約書亞團 金齡組 �人 

活水團 喜樂組 媽媽組 �人 

       火腩組 弟兄組 �人 

       同行組  姊妹組 ��人 

     爸媽小組  ��人 

保羅團 職青 ��人 

提摩太團 大專 �人 

提摩太成長小組 初中 ��人 

我是主的牛 高中 �人 

成長班  �人 

家長祈禱會  �人 

探訪佈道隊  ��人 

小一家長英文班  — 

讚美操   ��人 

惜食堂  ���人 

教師團契  ��人 

小六升中預備班  ��人 

栽培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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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余鋒 潘楊佩慧 

講 員 梁志強牧師 麥惠賢牧師 

司 琴 伍張玉芬 何嘉敏 

敬 拜 隊 潘顯兆執事 黃悅茵堂委   詩班   

司 事 長 黃何麗珊 黃何麗珊 

司 事 潘俊偉 黃林如玉 何俊堂 彭淑嫻 

疫苗通行 
證及支援 

彭淑嫻 潘楊佩慧  
余月媚 黃何麗珊 

潘顯兆執事 黃馮少英 
何馮健文   黃何麗珊 

插 花 余月媚 黃林如玉 

影音統籌 劉鳳怡 劉鳳怡 

音 響 潘衡健 潘衡健 

直 播 梁學賢 劉鳳怡 

兒童崇拜 袁永良 楊佩瑩 蔡敬行  朱蔡秋英堂委 余鋒     

啟 蒙 班 蔡黃艷芬 蔡信行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下主日講題：教會群體的生命見證 (徒 ����-����) 
主日獻花：黃強坤、郭炳稭夫婦 

點算獻金 龐郭潤芬 楊佩瑩 張慧賢執事 黃何麗珊 

主 餐  �� 伍張玉芬 

奉獻祈禱 張嘉明 陳耀光執事 

電腦點名 麥惠賢牧師  李嘉璐傳道 

 
�� 為下主日崇拜各樣準備、講員及事奉人員身心靈祈禱。 
�� 為香港回歸 ��周年祈禱，求掌管萬有的主守護這城，賜智慧、公義與服務市民的心給新

特首及眾官員，願意體察民情，為大眾謀福祉。 
�� 為信徒持守信心與盼望，能辨明真理，順服基督。 
�� 為確診新冠個案每日過千宗，求主醫治保守。 
�� 為預備學校服事祈禱，教導真理，廣傳福音。 
�� 為惜食堂的服事禱告，求主讓街坊認識神，蒙主拯救。 
�� 為患病肢體祈禱，求主醫治堅定信心。 

 
日期 經文  日期 經文 

� 徒 ���-��  � 徒 ����-�� 

� 徒 ����-��  � 徒 ���-�� 

� 徒 ���-��  � 徒 ����-�� 

� 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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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現場及網上新來賓參與崇拜，願主賜恩給你。 

2. 敬謝朗福浸信會梁志強牧師蒞臨證道。 

3. 由於禮堂正進行維修工程，故此崇拜改在雨天操場舉行。 

4. 下主日崇拜舉行主餐，請網上受過水禮弟兄姊妹預備餅和杯，也可
聯絡同工領取主餐套裝。 

5. 下主日(10/7)崇拜後舉行「堂慶獻呈分享會」，鼓勵弟兄姊妹
留步參與。 

6. 惜食堂派飯至 7月中，教會除了弟兄姊妹協助派飯，也會探訪關顧
和佈道。 

7. 感恩弟兄姊妹主動協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進出教會/上落樓梯，參
與崇拜。 

8. 週三網上祈禱會： 6/7 晚上 8時，為香港祈禱。 

9. 讀經計劃：鼓勵弟兄姊妹勤讀聖經，可按教會讀經表或自訂讀經
計劃。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新的異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鄭懋柔詞/游智婷曲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歸向祢 

祢如鷹將我背起 在翅膀上 帶我歸祢 
我從心聽祢法則 遵守祢的約 心歸向祢 

全地是祢的 我要歸祢  作祭司國度 為聖潔國民 
全地是祢的 我要歸祢  謹守祢法度 作屬祢子民 

上帝應許之地 更美應許之地  願去鼓起勇氣 踏上征途 
未畏艱辛道路 願意彼此扶持   
上帝子民 同心同行  上帝子民 同歸向祢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天國在人間 

求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爭競世界播下美善 
祈望真光照耀 幻變歪曲世代  俗世洪流 清心見祢面 

求給我一顆憐恤的心  在苦痛世界播下盼望 
凝望恩主笑臉 釋放憂傷困惑 盼這地世代 重現天國 

願見喜樂傳遍 生機得再展   罪惡驅走 張眼看晴空廣闊 
回復愛的真摰 心窩泛起讚頌  綻放笑臉 滿愛歡唱 

用我生命回應 譜出新讚歌 十架凱歌起奏 證神恩美善 
投入愛相呼應 歡呼震響壯麗 萬有滿愛 建世間天國 

願祢國度降臨 父祢旨意成就 盼世上各地都歸向祢 
願祢國度降臨 願見天國在人間  
這世上各地 榮耀全屬祢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起初的愛 

從何時世界失落了 起初的愛   
願意彼此扶持 分擔同行 建立和平 
國與國之間 戰爭不停  
遍地饑荒 心靈枯萎 是祢仍掌管亂世 

來洗濯 要自潔 除掉惡行 求真理 尋公平 引導人群 
為寡婦辨屈 學習憐憫 讓孤兒伸冤解困 

看似黑暗掌權 仍緊靠基督真光  雖看不見也不要失去盼望 
要高舉祢 傳救恩到遠方  為城市 復興禱告 求祢垂聽 
同來回轉 因祢已施恩  應許與我們同往 到永遠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馬可福音 9 章 38-50 節 
38. 約翰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

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跟從我
們。」 

39. 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沒有人奉我名
行異能，反倒輕易毀謗我。 

40. 不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 
41.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喝的，我實

在告訴你們，他不能不得賞賜。」 
42.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

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扔在海裏。 
43. 倘若你一隻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 
44. 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手落到地

獄，入那不滅的火裏去。 
45. 倘若你一隻腳叫你跌倒，就把它 砍下來； 
46. 你瘸腿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腳被丟在地獄

裏。 
47. 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

一隻眼進入神的國，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
獄裏。 

48. 在那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49. 因為必用火當鹽醃各人。  
50.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

呢？你們裏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