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事會會議 

   18/1/2020  (五) 

聯席會議 

   2/2/2020  (日) 

月會 

9/2/2020 (日)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 詩 2 5 : 5 …………… 眾 立 

頌 讚 《讚美主 / 祢信實廣大》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恩典之路》…………… 主 席 

獻 詩 ………《主榮耀至聖》………… 詩 班 

敬聽主言  

讀 經 以弗所書 4:1-16 眾 立 

講 道 ………… 「 共 建 神 家 」 ………… 譚振鵬牧師 

 以弗所書 4:1-16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我們成為一家人》……… 主 席 

奉 獻 ……………………………………… 關金銘執事 

主 餐 ……………………………………… 譚振鵬牧師 

年 題 詩 …………《願我為主活》………… 主 席 

見 證分享 ……………………………………… 張嘉明家庭 

家 事分享 ……………………………………… 麥惠賢傳道 

祝 福 ……………………………………… 譚振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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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慶主日崇拜程序 20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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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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8:20-9:00 11 人 

家長加油站  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 

Joyful Kids 學生團契 星期二至四  下午 3:30-4:30 36 人 

學生祈禱會  20 人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8:30-10:00 17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30-6:30 310人 

1 

家事分享 
竹園浸信會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各項會議 

1. 敬謝譚振鵬牧師蒞臨證道。 

2. 教育部推動全會眾勤讀經，鼓勵大家使用漢語聖
經協會「聖經主線大追蹤」的讀經計劃，又或是
按自己的計劃。教會特別設計了一本讀經小冊
子，內附讀經表及經文，提醒及鼓勵大家讀經和
分享,每人可取一本。 

3. 下主日(19/1)因學校需用禮堂作小一派位統一中
心，以下是當天聚會地點安排: 

4. 今天崇拜完後將舉行月禱會,歡迎各位留步出席。 

5. 今天下午三時將於浸信會天虹小學禮堂舉行按立
牧師典禮,歡迎弟兄姊妹出席,同頌主恩。 

6. 劉芷均姊妹於短宣中心完成晚青(晚間短宣)佈道
訓練進深班(二)課程,於今天下午三時假觀潮浸信
會舉行畢業典禮。為她感恩及實踐所學祈禱。 

7. 財務部:如要申領 2019 年內的事工支出款項,敬請
於今天(12/1)把單據交給 Amy 幹事。 

8. 幹事黃艷群姊妹因修讀神學課程及個人心志,已於
2019 年 12 月底向教會請辭，最後工作日為
31/1/2020。教會感謝艷群姊妹過去的努力和用心
服侍，願主祝福帶領她往後的事奉。 

聚會 地點 聚會 地點 

成人崇拜 401 及 402 室 保羅團 301 室 
兒童崇拜 204 及 205 室 活水團-

同行組 
401 及 402 室 

啟 蒙 班 301 室 活水團-

火腩組 
401 及 402 室 

約書亞團 403 室 活水團-

喜樂組 
401 及 402 室 

顧問牧師  ：梁志強牧師 堂主任  ：麥惠賢傳道 

傳道      ：李嘉璐傳道 福音幹事：伍張玉芬姊妹 

實習神學生：江德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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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聚會人數 

早一 

崇拜      

早二 

崇拜      

兒崇 
Joyful 

Kids 

啟蒙班 少崇 週三 

祈禱會 

 24人 89 人 
(67人準時) 

12 人 6 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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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 2 人 5 人 9 人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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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日獻花：劉芷均姊妹、潘顯兆執事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潘顯兆執事 張慧賢堂委 

講員 譚振鵬牧師 麥惠賢牧師 

司琴 何嘉敏 李嘉璐傳道 蔡信行 

敬拜隊 詩班/蔡創仁執事 施曉珊堂委 蔡創仁執事 

司事 潘俊偉 黎美思 黃強坤 劉玉群 

司事長 彭淑嫻 潘顯兆執事 

奉獻祈禱 關金銘執事 郭炳稭 

插花 黎美思 黃婉蓮 

主餐餅 黃何麗珊 — 

影音 梁學賢 梁學賢 

點算獻金 蔡黃艷芬 黃強坤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兒崇          
Joyful Kids 

李嘉璐傳道 曹祖祥 

黃婉娟 

袁永良 楊佩瑩 黃婉蓮 

啟蒙班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下主日講題：神就是光--我們要行在光中（一） 
經文：約一 1:5-2:1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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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0.00  主日：  $1,757.50  

差傳： $13,700.00  其他：  $2,693.50  

合共： $43,351.00   

2020年差傳奉獻累積 $13,700.00  

講題：共建神家 

經文：《以弗所書》四章 1-16 節 

分題： 

1. 靈裡合一、共建神家（四 1-6） 

2. 各領恩賜、共建神家（四 7-11） 

3. 發揮恩賜、基建神家（四 12-16） 

反省問題： 

1. 在教會中，我有沒有與弟兄姊妹因著不同的「想法、

意見」，以致未能彼此建立、同心事奉呢？我會如何

按著《聖經》的教導去改善？ 

2. 天父賜給了我甚麼恩賜？我會如何運用恩賜，與弟

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的建立神家？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週三晚祈禱會 
15/1、22/1、
29/1 晚上 8:00 

學校地下 

G01 室 

1. 願聖靈光照眾人的心,認識神及遵行神吩咐。 

2. 為長期病患肢體祈禱,求主醫治及保守他們每天

生活有平安。 

3. 為澳洲山火及武漢疫情祈禱,求主拯救醫治,叫世

人謙卑禱告尋求主。 

4. 禱告記念香港社會現況,求主引導。 

5. 為弟兄姊妹常常思想神的話,愛讀經愛祈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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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題:「共建神家  活出基督」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裏。若將

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裏，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也必

住在父裏面。      

約一 2:24 

 

   ————————————————— 

 

   ————————————————— 

    

   ————————————————— 

 

   ————————————————— 

 

   ————————————————— 

 

   ————————————————— 

講道大綱  



讚美主  

1. 歡欣歌聲讚頌響遍四方，歡呼聲充滿各方， 
 赦罪救萬人困苦得釋放，全是那奇妙救恩； 
2. 祂的恩光今天普照四方，叫世界黑暗變光， 
 新的開始有美好的境況，奇妙愛今我頌讚。 
 
讚美主，愛是從來源源不間斷， 
歌唱到永遠不怕倦未曾停斷； 
讚美主，創造和諧完全的美善， 

萬物同和應，大地亦高唱， 
讚頌永不止息，願榮耀永屬救主，到萬世。 
 

(金培達曲,劉向榮,鄭楚萍,郭多加,張靜珊詞/曲詞版權屬 ACM所有，蒙

許可使用) 

 
祢信實廣大/祢信實何廣大 

1. 命立就立，應許永遠要應驗， 
 只因主的信實從來未變， 
 韶華逝去，主恩典總是新鮮， 
 流淚一宿，笑臉清早可見。 
 

主的憐憫浩大！當得萬千愛戴！ 
全地萬有憑神話語常存， 
虹霞在天彰顯主信實完全， 
年日見證主恩極深極遠！ 

 
2. 祢赦免我罪愆，賜我永平安， 
 祢常與我偕行，安慰扶援， 
 日日加力，更賜我光明美盼， 
 祢沛賜我恩惠，豐厚無限。 
 

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 
清晨復清晨，主愛日更新； 
我一切所需用，祢都已預備， 
祢信實何廣大，顯在我身。 
 

祢信實廣大(William M.Runyan 曲/唐桂成詞，曲詞版權屬 ACM所有，

蒙許可使用) 

祢信實何廣大(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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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為一家人 

我們成為一家人，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成為神國的子民。 

 

因著耶穌得潔淨，因著耶穌入光明， 

因著耶穌同享復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悅，同在主愛中連結， 

因著耶穌同受豐盛的產業。 

 

我們成為一家人，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因著耶穌， 

著耶穌，成為神國的子民。 

 

因著耶穌同敬拜，因著耶穌蒙慈愛， 

因著耶穌彼此恩慈來相待； 

或在喜樂中歡唱，或遇苦難同哀傷， 

因著耶穌同渡人生的風浪。 

(陳逸豪曲/詞，曲詞版權屬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恩典之路 

祢是我的主，引我走正義路。 
高山或低谷，都是祢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祢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的應許，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 
祢愛、祢手，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 
祢愛、祢手，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曾祥怡詞曲，詞曲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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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題詩：願我為主活  

1. 願我為主活 歷真意每天 

 一切手所作 願蒙主悅納 

 願放下己意 甘欣然順服 

 蒙福的旅程 我天天走上 

 

2. 願我為主活 主甘為我死 

 釘身於苦架 背罪污羞恥 

 是這樣的愛 喚我降服主 

 寧跟主牽引 獻給祂一切 

 

3. 願我為主活 在世每一天 

 心最想得到 是蒙祂欣喜 

 助軟弱心靈 到主裡安息 

 尋找失喪羊 因祂施拯救 

 

全然將身心給祢 獻予基督恩主 

祢受死把我救贖 甘犧牲寧捨己 

唯求恩主居心裡 完全執掌管理 

立志奉獻每天為祢 基督 只全為祢 

 
(版權屬宣道會出版社所有) 

 

年題詩：願我為主活  

1. 願我為主活 歷真意每天 

 一切手所作 願蒙主悅納 

 願放下己意 甘欣然順服 

 蒙福的旅程 我天天走上 

 

2. 願我為主活 主甘為我死 

 釘身於苦架 背罪污羞恥 

 是這樣的愛 喚我降服主 

 寧跟主牽引 獻給祂一切 

 

3. 願我為主活 在世每一天 

 心最想得到 是蒙祂欣喜 

 助軟弱心靈 到主裡安息 

 尋找失喪羊 因祂施拯救 

 

全然將身心給祢 獻予基督恩主 

祢受死把我救贖 甘犧牲寧捨己 

唯求恩主居心裡 完全執掌管理 

立志奉獻每天為祢 基督 只全為祢 

 
(版權屬宣道會出版社所有) 

年題詩：願我為主活  

1. 願我為主活 歷真意每天 

 一切手所作 願蒙主悅納 

 願放下己意 甘欣然順服 

 蒙福的旅程 我天天走上 

 

2. 願我為主活 主甘為我死 

 釘身於苦架 背罪污羞恥 

 是這樣的愛 喚我降服主 

 寧跟主牽引 獻給祂一切 

 

3. 願我為主活 在世每一天 

 心最想得到 是蒙祂欣喜 

 助軟弱心靈 到主裡安息 

 尋找失喪羊 因祂施拯救 

 

全然將身心給祢 獻予基督恩主 

祢受死把我救贖 甘犧牲寧捨己 

唯求恩主居心裡 完全執掌管理 

立志奉獻每天為祢 基督 只全為祢 

 
(版權屬宣道會出版社所有) 



詩班獻詩：主榮耀至聖 

光輝耀照，神聖是我主奇妙美名； 

豐富是祢，聖哉！我要下跪。 

敬拜復要歌頌：聖哉！ 

獻上頌讚：聖哉！ 聖哉！ 

歌唱：聖哉！歌唱讚頌，榮耀至聖！ 

 

祂安排時空、開創世代，佈置眾星斗， 

天空和洋海、光晝與夜晚因祂成就， 

耶和華上帝天父仁慈常足夠，創世、賜恩又拯救， 

照顧全宇宙！ 

 

光輝耀照，神聖是我主奇妙美名； 

豐富是祢，聖哉！我要下跪。 

敬拜復要歌頌：聖哉！ 

獻上頌讚：聖哉！聖哉！歌唱：聖哉！ 

歌唱讚頌，榮耀至聖！ 

 

祂親來扶幫將我救贖，賜予我新生； 

基督成人身，克勝試煉世間真模範！ 

竟釘身十架捨命成為人拯救， 

世界各方盡歌奏，神為王千秋！ 

 

光輝耀照，神聖是我主奇妙美名； 

豐富是祢，聖哉！我要下跪。 

敬拜復要歌頌：聖哉！ 

獻上頌讚：聖哉！聖哉！ 

歌唱：聖哉！歌唱讚頌，榮耀至聖！ 

 

全能、極善、至聖！恩主堪讚頌， 

至潔、至愛、至美善，永恆、至尊、至偉！ 

無窮、沒盡、永遠！恩主堪敬拜！ 

公正、公義，三一主至聖！ 
(版權屬香港聖詩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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