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會/聯席會議 

13/10      (日) 

司事會會議 

27/1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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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 詩篇 117:1-2………… 眾 立 

頌 讚 …《頌讚主聖名/我心敬拜》…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主是我力量》…………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 羅馬書 1:1-7 ………… 眾 立 

講 道 ……「蒙愛、蒙恩、蒙召」…… 梁淑芬傳道 

 羅馬書 1:1-7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未世燈臺》………… 主 席 

奉 獻 ……………………………………… 黃 銘 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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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主日崇拜程序 201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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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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星期四      上午 9:00-10:30 —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8:20-9: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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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169人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8:30-10:00 —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30-6:30 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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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禱會 週三祈禱會 

 84人(72人準時) 15 人 4 人 3 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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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人 12 人 3 人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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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 8 人 3 人 

小六升中預備班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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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謝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事工主任梁淑芬傳道蒞

臨證道。 

3. 下主日(13/10)崇拜後舉行月會，期待會友出席，歡迎

非會友弟兄姊妹參加，共商聖工。另月會後舉行月禱

會，鼓勵同心禱告。 

4. 成長班及受浸班:凡弟兄姊妹已至少一年恆常出席本會

崇拜，並有意於 2020 年受浸，須在浸禮前修畢成長班

及受浸班。另如弟兄姊妹欲有意明年轉會藉到本會，

請聯絡麥傳道查詢詳情。 

5. 本會學校事工將於 2020 年在主日崇拜時段與學校合辦

家長班，為使事奉人員可以參與崇拜，現預算於以下

14 次的聚會期間在早上加開早堂崇拜。現正物色及招

募事奉者:家長班組長、兒童導師（啟蒙班／兒崇）、

崇拜各項事奉人員，請各位弟兄姊妹多祈禱，如有心

志服事，請聯絡教牧同工。家長班舉行日期如下，如

有查詢請聯絡麥傳道： 

6. 香港浸信會聯會第 25 屆步行籌款同樂日將於 2019 年

11 月 16 日(六)下午 2 時於浸信會呂明才小學起步。目

的:凝聚浸信會力量，拓展福音事工。內容:攤位遊

戲、香港浸信會醫院設有攤位即場免費健康檢查、天

文館及吹氣彈床(需付費)。步行籌款詳情已張貼報告

板，也可在司事枱取表格，如有查詢可聯絡幹事樊黃

艷群姊妹。 

二月份： 2、9、16、23 四月份： 5、19、26 

三月份： 8、15、22、29 五月份： 3、10、17 



1. 求主賜人有悔改的心，改變政治社會局勢，讓公義

和真理顯明，求主醫治人心靈的困苦和軟弱。 

2. 求聖靈幫助弟兄姊妹在困難中有平安，緊緊倚靠主

的話。 

3. 為何志超弟兄家人身心靈健康及生活的適應祈禱。 

4. 為傳道同工及幹事身心靈強壯祈禱，求聖靈引導。 

5. 為家長班／兒童事工的籌備工作祈禱。 

6. 為陳錦扑弟兄和黃銘炘姊妹將舉行的結婚典禮禱

告，求主使他們在籌備中經歷天父的愛，榮耀主

名。 

7. 為本會支持創啟地區福音工作祈禱，為牧師有健康

的身體祈禱。 

主日獻花： 蔡創仁夫婦、許丁喜卿姊妹、陳馮潤金姊妹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林綺媚 潘楊佩慧 

講員 梁淑芬傳道 林國彬牧師 

司琴 李嘉璐傳道 何嘉敏 

敬拜隊 楊佩瑩 詩班 

司事 潘顯兆執事 薛林鳳娟 潘俊偉 劉玉群 

司事長 彭淑嫻 彭淑孄 

奉獻祈禱 黃銘炘 關金銘執事 

插花 黃婉蓮 余月媚 

主餐餅 — 黃何麗珊 

影音 梁學賢 梁學賢 

點算獻金 龐郭潤芬 楊佩瑩 張慧賢堂委 黃強坤 

兒崇          
Joyful Kids 

袁永良 余鋒 黃芝婷 黃何麗珊 曹祖祥      

許少權 

啟蒙班 龐郭潤芬 蔡黃艷芬 

下主日講題：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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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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0.00 主日：  $1,286.70 

差傳： $1,400.00 其他：  $119.50 

合共： $22,606.20  

2019年差傳奉獻累積 $110,010.00 

 

   ————————————————— 

 

   ————————————————— 

    

   ————————————————— 

 

   ————————————————— 

 

   ————————————————— 

 

   ————————————————— 

 

 

    

 
                                                                                                                             ◆ 為香港及教會禱告，鼓勵弟兄姊妹參加以下祈禱會：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

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1:8)                                                                    

本週經文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週三祈禱會 

9/10 

16/10、23/10  
30/10 

禮拜三 

晚上 8:00 

學校地下 

G01室 
  

月禱會 

(第二主日) 
13/10 月會後 禮堂   

早禱會(第一、

三及五主日) 
20/10 早上 9:00 

學校地下 

G01室 
  

15分鐘祈禱會

(第四主日) 
27/10 崇拜後 禮堂   



我心敬拜 

活著用盡用盡我心敬拜， 

讚美讚美救主，盡力事奉事奉我的神。 

道路順服順服我主帶領， 

愛我愛我救主，日夜護佑護佑賜安慰。 

唯願傾心靈，完全完全奉獻仰望， 

一心敬拜，以真心頌唱，盡是盡是你恩情。 

齊用真心靈，完全完全奉獻仰望， 

一心讚美，我的生命祭，盡為盡為你擺上。 
(曲詞版權屬 ACM所有，獲准使用) 

頌讚主聖名                                                                

聖潔至高主，自有永活名字， 

世上沒神明可比，智慧全備。 

施恩拯救我的主，厚愛赦罪寬恕， 

祢是全能上帝，一生的靠倚。 

來敬拜至高主，述說尊貴名字， 

世上沒王權可比，掌管全地。 

施恩看顧我的主，豐足恩惠賞賜， 

世上無人像祢，一生不放棄。 

萬國要高舉榮耀父神，滿喜樂獻歌聲， 

全地要吶喊主聖名當傳頌，願獻出一生榮耀父神， 

靠主讓我得勝，迎候國度祢旨意，Ha-le-lu-jah！ 

(何威廉曲/謙柔詞、曲詞版權屬 ACM 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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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我力量 

是你的力量堅固方向，艱苦裡尋獲去向， 

上帝的力量賜我取向，命途不須怕漫長。 

在困境驚慌，心態徬徨，隱居你處避風波， 

靜處得安息，振作釋放，在神恩典心膽壯。 

歷世何時沒有變，地殼山嶺曾搖動； 

浪濤騰動，浪水翻波，未怕失落可衝破。 

喂哦，喂哦，喂哦，喂哦 

喂哦，喂哦，喂哦，喂哦 

(陳天賜曲，版權屬新心音樂事工版權所有；譯詞/改編粵詞版權則

屬鄭楚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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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末世燈臺 

遙看萬世戰爭已臨在這世代， 

同來儆醒謙卑等待主再來； 

離開魔鬼的試探，定意悔改， 

一生忠誠傳講主的愛！ 

同作末世精兵履行上帝使命， 

盡力宣講福音不論黑夜黎明； 

憑主的應許作戰，未會戰兢， 

深知跟從耶穌必得勝！ 

(副歌)來吧立志將基督犧牲的愛傳開， 

      願教會彰顯祂的得勝， 

      從現在到將來，在這彎曲世代， 

      誓作主明亮燈臺， 

      讓世人從我們能看見你的愛！ 

      來吧共作主的軍隊披起盔甲馳騁， 

      用信心堅守主的吩咐，榮耀你的名； 

      立志肩擔使命，踏遍荊途亦不停， 

      願高聲宣告基督已獲勝！ 
(盧永亨曲、詞/版權屬音樂 2000所有，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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