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音小組會議 

1/12     (日) 

月會/聯席會議 

8/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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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篇 25:8…………… 眾 立 

頌 讚 …《每個人都讚美/祢是君王》…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黑暗終必過去》…………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 歷代志上 11:1-25 ……… 眾 立 

講 道 ………… 「 神 的 幫 助 」 ………… 麥惠賢傳道 

 歷代志上 11:1-47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永約的神》………… 主 席 

奉 獻 ……………………………………… 黃 何 麗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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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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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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8:20-9: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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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祈禱會  —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8:30-10:00 12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30-6:30 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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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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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      兒崇 
Joyful Kids 

啟蒙班 祈禱會 週三祈禱會 

 72人(43人準時) 12 人 9 人 28 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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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至初職 

5 人 2 人 4 人 8 人 — 11 人 
   

提摩太團 
大專 

提摩太興趣 
成長小組 

        初中  

 我是主的牛 

中學生   
 

3 人 18 人  6 人   

11 月份探訪   

  探訪隊員 6人/受訪者 3人 

竹園浸信會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各項會議 

1. 下主日(8/12)將於崇拜後舉行月會及月禱會,月會

議程已派發或已寄出電郵,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

席。 

2. 差傳信心認獻目標(HK$140,000),暫收到 15位弟兄

姊妹回應,共 HK$83,400,仍欠 HK56,600。因此再次

呼籲弟兄姊妹為此祈禱,把握機會回應參與差傳認

獻,使福音廣傳。 

3. 2020 年度獻花表已刊出,有意於下年度的崇拜,以

獻花表達對神的謝恩,請到司事枱填上名字(每次

奉獻 HK$150)。 

4. 職青團契(活水團及保羅團)將於 14/12(六)舉辦午

間聖誕福音聚餐（12:30-2:30）,詳情請向團職查詢

及報名,名額有限。 

    講題:困苦中的盼望     講員:陳沛偉傳道 

5. 22/12（主日）將舉行聖誕福音主日，鼓勵弟兄姊妹

為福音對象及預備工作祈禱 

    講題:我們的避難所(詩篇 46篇)           

    講員:黃昌發牧師      

6. 24/12(二)晚上 8:00 將於學校禮堂舉行平安夜崇

拜,歡迎參加。另當晚崇拜後會在竹園社區報佳音,

名額 70人,請在司事枱填寫報名表。 

7. 外來消息:西貢浸信會邀請本會弟兄姊妹代禱及參

與將於 7/12/2019(六),下午 2:30 舉行西浸慈善步

行日,為其教會持續發展籌款。西貢浸信會新堂即

將於 2019年尾入伙,教會現在奉獻及資源難以完全

應付沉重的建築供款,因此舉行慈善步行,支持教

會 2020年的需要,讓教會穩定成長及能有力量與社

區分享。此活動歡迎弟兄姊妹自由參與及懇切為此

祈禱。詳情可參閱西貢浸信會網站 http://

www.hkskbc.org/。如有查詢可聯絡麥傳道。  

http://www.hkskbc.org/
http://www.hkskbc.org/


主日獻花：梁學賢夫婦、余月媚姊妹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潘顯兆執事 施曉珊堂委 

講員 麥惠賢傳道 林國彬牧師 

司琴 李嘉璐傳道 何嘉敏 

敬拜隊 黃婉蓮 劉鳳怡 詩班 

司事 黃強坤 許丁喜卿 何俊堂 劉芷均 

司事長 余月媚 余月媚 

奉獻祈禱 黃何麗珊 關金銘執事 

插花 黃葉麗珠 黃婉蓮 

主餐餅 — 黃何麗珊 

影音 鄭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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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佩瑩 余鋒 黃芝婷 黃何麗珊 吳卓軒             

蔡秋英 

啟蒙班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下主日講題：待定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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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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0.00 主日：  $1,136.10 

差傳： $1,300.00 其他：  $548.00 

合共： $15,424.10  

2019年差傳奉獻累積 $137,210.00 

大綱: 

1. 神的應許 

2. 神的同在 

3. 神的勇士 

 

反思: 

1. 大衛作以色列的王是按著神的揀選和應許,過程中

他倚靠神來渡過難關,有神同在,神帶領他身邊的人

幫助他。你在困難中同樣有這份信心嗎?你願意成

為神的勇士完成神的工作嗎? 

 

 

   ————————————————— 

 

   ————————————————— 

    

   ————————————————— 

 

   ————————————————— 

 

   ————————————————— 

 

   —————————————————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15分鐘祈禱會

(第四主日) 
22/12 崇拜後 禮堂 

週三晚祈禱會 
 4/12、11/12、

18/12 

禮拜三 

晚上 8:00 

學校地下 

G01室 

早禱會(第

一、三、五 

主日)  

1/12、
15/12、29/12  

早上 9:00  G01室  

月禱會    

(第二主日)  
8/12  月會後  禮堂  

1. 今天是基督教的傳統節期--將臨期的第一主日，

記念迎接耶穌基督的降生,讓我們預備心靈,潔淨

內心,儆醒悔改,等候主再來。 

2. 為肢體患病祈禱,求主賜醫治和安慰。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因為主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                  

                                                                        (以賽亞書 12:2)                       

本週經文  

● 以敬拜及神的話為香港及教會禱告，鼓勵弟兄姊
妹一起禱告： 



每個人都讚美 

每個人都讚美 每個人都銘記 

每個人當讚頌神 

敬拜無分國界 高舉神最浩大 

萬族同聲讚頌神 

凡有氣息的 都要讚美祂 

凡有氣息也要緊記 

祢作王 祢偉大 有誰媲美神救罪人  

祢作王 祢信實 永恆不變神愛萬民 

凡有氣息的 都要讚美祂 

凡有氣息也要緊記 神祢是神 

(曲、詞：馬啟邦/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祢是君王 

1. 沒有佩戴冠冕，沒有俊美的臉， 

   忘懷尊貴謙卑降生！ 

   領略人生苦痛，甘承受嘲諷， 

   全是祢為我付上贖罪救恩。 

2. 為祢我要歌唱，為祢我要擺上， 

   全然宣告基督作主！ 

   諦造人生的美，豈能盡寫上， 

   誰像祢愛為我如此徹底？ 

副歌: 

讓我歡欣敬拜頌讚主，歡呼敬拜頌讚祂， 

榮歸予祢配得稱讚耶穌得勝君！ 

萬世都因祢愛被變改，都因祢愛來俯拜， 

高舉祢是君王，頌讚主基督救贖愛。 

(清風曲詞/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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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永約的神                     

信—是我這生尋著祢的應允，是永生的源頭方向，

令我生命更新。 

心—願意一生順服祢的指引，伴我一生同行衝破危

難困憂。 

神已立約，傾出祂恩惠並祝福我一世； 

神已立約，顯彰祂的愛並寬恕我一切。 

和祢立約，願跟主方向，願遵守祢管教； 

齊頌讚主永活全能，信實無窮，千載百世不變更！ 

(吉中鳴曲/鄭楚萍詞，曲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事工所有，

獲准使用) 

黑暗終必過去 

1. 世間昏暗，願有點燭光，燃亮心底盼望； 

   無盡旅途，仍信會有終點，再艱苦也能擋。 

   縱使飄泊，但有主應許，疲乏者得靠岸； 

   始終相信，神祢永遠掌管，讓我輕看禍困不安。 

副) 黑暗終必過去，消散似風吹， 

罪惡張狂顛覆錯對，祢未允許！ 

抬頭彷彿充斥烏雲，天空在流淚， 

我都相信平安是藏於祢的手裡。 

(我總相信平安在乎主) 

2. 永久不變，耀眼的真光，原是一生盼望； 

   渴想得見，神國這裡彰顯，此刻心裡沒有驚慌。 

(曲：古丹青，詞：朱浩廉/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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