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事會會議 

27/10     (日) 

執事會會議 

16/11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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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 約翰一書4:18 ………… 眾 立 

頌 讚 …《祢真偉大/這是天父世界》…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永遠的約》…………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 但以理書 6:1-28 ……… 眾 立 

講 道 ………「神掌管.人謙卑」……… 李嘉璐傳道 

 但以理書 6:1-28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祂的國度》………… 主 席 

奉 獻 ……………………………………… 許 張 嘉 慧 

家 事 分享 ……………………………………… 麥惠賢傳道 

主 禱 文 ……………………………………… 麥惠賢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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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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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小學事工人數  

家長英文班  星期二      上午 8:30-10:00 4 人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星期四      上午 9:00-10:30 2 人/6人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8:20-9:00 18 人 

家長加油站  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 

親子活動  星期六      上午 10:30-12:15  — 

Joyful Kids 學生團契 星期二至四  下午 3:30-4:30 37 人 

學生祈禱會  —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69 人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8:30-10:00 12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30-6:30 388人 

顧問牧師：林國彬牧師 堂主任：麥惠賢傳道 

傳道：    李嘉璐傳道 幹事：  樊黃艷群姊妹 

電話：    2327 2322 網頁：  www.cybc.org.hk 

聚會地址：竹園南邨浸信會天虹小學 
1 

家事分享 

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      兒崇 
Joyful Kids 

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祈禱會 

 84人(54人準時) 9 人 6 人 32 人 9 人 
 

 

長青團 活水團    保羅團 

但以理團 
長者 

約書亞團 
金齡組 

喜樂組 
媽媽組 

火腩組 
弟兄組 

同行組 
姊妹組 

大專至初職 

— — — — — — 
   

提摩太興趣 
成長小組 

初中 

  我是主的牛 

 中學生  

提摩太團 

大專 

19 人 7 人 — 

小六升中預備班    

—    

竹園浸信會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各項會議 

1. 歡迎新來賓/弟兄姊妹參與崇拜！願主賜福你

們！ 

2. 差傳信心認獻：傳道部現就差傳經費，呼籲各

弟兄姊妹作 2020 年的認獻，認獻表將於今天派

發，並禱告記念。截止日期： 11 月 24 日（主

日）。今天介紹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余鋒)及

世界福音動員會(譚嘉敏宣教士)。 

3. 第十一屆浸禮將於 11 月 10 日(主日)，下午

2:30，假彩坪浸信會舉行。受浸者:聶明欣及蕭

麟婷姊妹，期待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4. 哀:會友伍啟林弟兄的哥哥，伍榮信弟兄於 10

月 9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安息禮拜將

於 11 月 1 日(五)晚上 7:30 在紅磡世界殯儀館

1樓博愛堂舉行，翌日出殯及火化禮。 



1. 求主的公義彰顯，粉碎黑暗的勢力，醫治和復修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 

2. 為弟兄姊妹學習彼此服事同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一的心。 

3. 為身心靈軟弱的肢體祈禱守望。 

4. 為差傳信心認獻祈禱。 

5. 為家長班、兒童聚會（兒崇及啟蒙班）及在家長班

的 14次聚會中增加早堂崇拜的籌備，求主引領。 

主日獻花：周麗娟姊妹、黃悅茵姊妹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余鋒 蔡創仁執事 

講員 李嘉璐傳道 麥惠賢傳道 

司琴 吳卓軒 李嘉璐傳道 

敬拜隊 黃婉蓮 黃悅茵 劉鳳怡 

司事 黃何麗珊 黃其邦 曹祖祥 劉芷均 

司事長 彭淑嫻 彭淑嫻 

奉獻祈禱 許張嘉慧 吳卓軒 

插花 黎美思 施曉珊堂委 

主餐餅 — — 

影音 潘衡健 何俊堂 

點算獻金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黃何麗珊 潘楊佩慧 

兒崇          
Joyful Kids 

曹祖祥 楊佩瑩 黃婉娟 黃婉蓮 蔡秋英             

黃何麗珊 

啟蒙班 黃張考如 龐郭潤芬 郭炳稭 

下主日講題：艱難中仍靠主 (但以理書 9: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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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奉獻抬頭「竹園浸信會」或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守望祈禱  

上週主日獻金 

堂費： $25,100.00 主日：  $1,211.50 

差傳： $2,000.00 其他：  $1,030.00 

合共： $29,341.50  

2019年差傳奉獻累積 $114,510.00 

重點:  

1. 持守對神的忠誠 

2. 神掌管一切 

 

反思: 

1. 面對信仰被打壓，但以理仍忠於上帝，反思我們在 

   考驗中如何回應神。  

2. 在事情或環境看似艱難中，如何深信神仍在背後掌   

 管一切，禱告求主加添信心。 

 

 

   ————————————————— 

 

   ————————————————— 

    

   ————————————————— 

 

   ————————————————— 

 

   ————————————————— 

 

   ————————————————— 

 

 

    

 
                                                                                                                             

◆ 為香港及教會禱告，鼓勵弟兄姊妹參加以下祈禱會：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週三祈禱會 
23/10  
30/10 

禮拜三 

晚上 8:00 

學校地下 

G01室 

15分鐘祈禱會

(第四主日) 
27/10 崇拜後 禮堂 

本週金句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裏(他樓上的窗戶開

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跪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與素

常一樣。 

                                                                         (但以理書 6:10) 



祢真偉大 

1. 主阿 我神 我每逢舉目觀看 

   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 又聽到隆隆雷聲 

   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 神竟願差祂兒子 降世捨命  

   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 甘願背我的重擔 

   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 歡呼聲響澈天空 

   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 謙恭的崇拜敬奉 

   並要頌揚神阿祢真偉大 

我靈歌唱 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 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 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 何等偉大 

(曲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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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父世界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要聽， 

宇宙歌唱，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 

樹木花草，蒼天碧海，述說天父全能。 

這是天父世界，小鳥展翅飛鳴， 

清晨明亮，好花美麗，證明天理精深。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風吹之草將祂表現，天父充滿世間。 

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惡雖然 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我主作王，天地同唱，歌聲充滿萬方。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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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約 

神祢聽見這世上的聲音  

是充滿懼怕不平安 

而祢說要帶這世代出黑暗 

讓被擄歸回重得釋放 

來求告祢 祢就應允 

並將所不知道 又大又難的指示我 

聽候差遣 讓萬國得見 

祢用愛立永遠的約 成就祢創世的心意 

在這悖逆動亂世代 深信祢慈愛永長存 

當我軟弱疲乏無力 祢必伸手拯救我 

領我跨過飛越更高 

重建城牆 復興祢的國(開展使命人生) 

(曲、詞：張樺/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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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祂的國度 

耶穌神公義的彰顯 

祂是人子 神獨生子 祂國降臨 

耶穌神犧牲的救贖  

今得榮耀 今已稱義 祂國降臨 

耶穌神慈愛的表明 

神的恩典 神的話語 向我彰顯 

耶穌神完全的聖潔 

今得榮耀 今已稱義 祂國降臨 

祂的國度永遠長存 祂的榮耀無法測度 

君王的大能和尊貴 祂的國度已來到 

祂國度掌權 祂統管萬有 

祂的國度滿有權柄和能力 

耶穌神公義的彰顯 

(Words and Music by Geoff Bullock/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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