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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 詩 ��������…………… 眾 立 

頌 讚 ………《耶穌配受大崇拜》……… 

《只因愛》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傾出愛》……………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 路 ����-���…………… 眾 立 

講 道 ………「作個敬虔的見證人」…… 麥惠賢牧師 

  路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幽谷中的盼望》………… 主 席 

奉 獻 ……………………………………… 主 席 

主 餐 ……………………………………… 麥惠賢牧師 

年 題 詩 …………《願我為主活》………… 主 席 

家事分享 ……………………………………… 麥惠賢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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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一些溫馨提示，盼能幫助大家尊崇神，投入敬

拜。 

$��預備心靈敬拜主 
● 崇拜前 ��分鐘，請預備好器材(手提電話/電腦)

參與早上 ��時開始的直播崇拜。 

● 請穿著合宜衣服，在安靜的房間內，預備心靈進

入崇拜。 

● 請關掉手機或其他電子響鬧裝置或 ZKDWVDSS�
ZHFKDW等訊息提示。 

● 網頁的「崇拜資料」中預先下載程序表，並預備

聖經或紙筆等，寫下講道回應，幫助大家在崇拜

中保持專注。 

● 請預先告知家人在參與崇拜期間不要打擾。 

● 可邀請家人�子一同參與或預先安排小朋友的照

顧。 

● 每逢第二主日守主餐，請預備餅和杯。可事前聯

絡同工取主餐套裝或自製無酵餅�原味梳打餅、

無氣提子汁�水。 

%��崇拜進行時 
● 請大家崇拜時，如在禮堂時同樣地專心 (如避免

走動，不進食，不談話，坐姿合宜等)。 

● 請跟隨崇拜程序，一同禱告，一同唱詩，一同讀

經，一同聽主道，一同領受祝福，一同實踐。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祂，因

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祂。」 

(和修本ũ約翰福音 ����� 

在疫情下，我們更珍惜有實體的崇拜，經驗人與

人之間真實的相交和基督裡的合一。雖然我們分散在

不同地方，但藉網上參與崇拜，仍要存真誠敬畏的心

同心敬拜神，努力踐行聖徒相通。求主幫助，讓疫情

受控，我們能盡快回到正常的崇拜方式，彼此互勉。 

 

 

�� 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祈禱守望。 

�� 我們信靠主，祂必掌權，公義在祂手，施行審判，憐

憫世人。 

�� 為患病肢體及家人祈禱。 

�� 為福音主日(�������祈禱。 

�� 為聖誕節來臨，記念耶穌降生及拯救， 並基督再來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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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費：   

差傳：   

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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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特別奉獻： 

  &KXN�<XHQ�%DSWLVW�&KXUFK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蔡創仁執事 李嘉璐傳道 

講 員 麥惠賢牧師 Eternity            

司 琴 伍張玉芬 Eternity 

敬 拜 隊 楊佩瑩 劉鳳怡  Eternity  

司 事 / / 

司 事 長 / / 

奉獻祈禱 / / 

插 花 / / 

主 餐 餅 / / 

直 播 員 潘衡健 陳錦扑 

影 音 鄭志樂 梁學賢 

點算獻金 / / 

兒崇          
-R\IXO�NLGV / / 

啟 蒙 班 / / 

下主日講題：聖誕真光  

主日獻花：暫停 

小六升中預備班 星期六�� 下午 ����-���� �人 

 

崇拜        兒崇 
-R\IXO��.LGV 

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 

祈禱會 

��人  

����人準時� 
直播 ��人次 

— — ��人 

 

約書亞團 活水團  保羅團 

金齡組 查經班 
喜樂組 

媽媽組 

火腩組 

弟兄組 

同行組 

姊妹組 

爸媽 

小組 
職青 

— — �人 �人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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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 

佈道隊 

�人 ��人 �人 — 

   

�人 

少年 

崇拜   

— 

顧 問 牧 師 ：   梁志強牧師  堂 主 任： 麥 惠 賢 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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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網頁： ZZZ�F\EF�RUJ�KN 

聚會地址：竹園南邨浸信會天虹小學 

1. 歡迎弟兄姊妹及新來賓參與崇拜，願神祝福你和你的家

人。 

2. 因疫情嚴峻，崇拜以網上直播進行，請於主日早上 10 時

登入教會網頁 ZZZ�F\EF�RUJ�KN， 按崇拜直播連結
一同參與。 

3. 凡有意於 2021 年受浸加入教會或轉會的弟兄姊妹，請

聯絡麥牧師。參加浸禮的資格如下： 
A. 須真心悔改信主耶穌為救主及生命的主 
B. 願意參加成長班及浸禮班，進一步明白真理，了解加

入教會的意義及責任。 

4. 2021 年堂慶孩童奉獻禮(10/1)：歡迎聯絡麥牧師報

名。如獲接納此禮儀的父母，須參與一次特備課程。 請

留意以下參加資格： 
A. 父母均受浸為基督徒，其中一方為本會會友 

B. 父母有心志以神話語教導子女成長 

5. 今日下午舉行讀經日(網上進行)，已報名的弟兄姊妹

會收到聚會連結。  

主題：朝聖之旅─閱讀「上行之詩」（詩 120-134） 

時間：下午 2:30-5:30     

6. 崇拜部: 

A. 聖誕節福音主日（13/12）早上 10 時網上舉行。     

主題：「聖誕真光」，主領： ETERNITY (香港流行

福音組合)。 請於教會網址按聚會連結參與，鼓勵未

信朋友參加。 

B. 今年取消平安夜崇拜及報佳音。 

C. 聖誕節崇拜： 25/12（五）早上 10 時網上直播 

D. 25/12 崇拜後，在竹園區內探訪/派發福音單張及小
禮物。 現招募 30 位事奉者 (請聯絡李傳道報名)， 

另需募集 2000 元以便購買禮物送給探訪對象(上主

日已收取足夠奉獻)。 

7. 逢週三晚上 8時舉行網上祈禱會， 鼓勵弟兄姊妹同心

守望祈禱。 

8. 傳道部： 2021 年差傳信心認獻目標:HK$140,000，   

呼籲弟兄姊妹在十一奉獻給教會外，獻上信心的認獻，
如欲索取認獻表或須要交表，可聯絡玉芬姊妹。截止認

獻日期:13/12/2020。 

各位弟兄姊妹的奉獻，請用以下方法： 

1. 轉帳到竹園浸信會中國銀行戶口： 

���-���-�-������-�，存入奉獻後請務必把入數紙/
記錄於 7天內給教會辦理。 

2. 親臨教會辦公室遞交支票/現金：請先致電教會同
工接待，並交收清楚。 

3. 郵寄支票/入數紙到教會辦公室：黃大仙翠竹街 8
號翠竹商場 4 樓 402 室 

注意事項: 
● 支票抬頭：竹園浸信會/ &KXN�<XHQ�%DSWLVW�&KXUFK 
● 任何奉獻方法都需提供：「奉獻者姓名」、「入數

日期」、「奉獻項目及金額」 
● 教會電郵: cybc@cybc.org.hk   



耶穌配受大崇拜 

沒有要世界擁戴喝彩，沒有向世界高聲喧嚷， 

寧願悄靜降下世間，祢謙卑一生走過， 

嚐盡苦難，拋尊降卑。 

沒愛戀世間尊貴榮耀，沒愛戀世間明媚綺麗， 

情願背負這十架走，祢甘心犧牲擺上， 

全為賜我美善人生。 

耶穌，祢配受大崇拜， 

我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 

耶穌，祢有極大權柄， 

祢升天得勝永賜盼望、讚美。 

耶穌，祢配受大崇拜， 

我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 

耶穌，祢有極大權柄， 

祢升天得勝永賜盼望，全心敬拜讚頌， 

耶穌，祢美善沒誰比， 

祢恩典豐富滿我一生，全心讚美、尊崇， 

全因祢愛我沒嫌棄，祢捨身拯救，替我犧牲獻上。 

耶穌永配讚頌傳揚，耶穌祢配最大讚美。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耶穌配受大崇拜 

沒有要世界擁戴喝彩，沒有向世界高聲喧嚷， 

寧願悄靜降下世間，祢謙卑一生走過， 

嚐盡苦難，拋尊降卑。 

沒愛戀世間尊貴榮耀，沒愛戀世間明媚綺麗， 

情願背負這十架走，祢甘心犧牲擺上， 

全為賜我美善人生。 

耶穌，祢配受大崇拜， 

我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 

耶穌，祢有極大權柄， 

祢升天得勝永賜盼望、讚美。 

耶穌，祢配受大崇拜， 

我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 

耶穌，祢有極大權柄， 

祢升天得勝永賜盼望，全心敬拜讚頌， 

耶穌，祢美善沒誰比， 

祢恩典豐富滿我一生，全心讚美、尊崇， 

全因祢愛我沒嫌棄，祢捨身拯救，替我犧牲獻上。 

耶穌永配讚頌傳揚，耶穌祢配最大讚美。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耶穌配受大崇拜 

沒有要世界擁戴喝彩，沒有向世界高聲喧嚷， 

寧願悄靜降下世間，祢謙卑一生走過， 

嚐盡苦難，拋尊降卑。 

沒愛戀世間尊貴榮耀，沒愛戀世間明媚綺麗， 

情願背負這十架走，祢甘心犧牲擺上， 

全為賜我美善人生。 

耶穌，祢配受大崇拜， 

我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 

耶穌，祢有極大權柄， 

祢升天得勝永賜盼望、讚美。 

耶穌，祢配受大崇拜， 

我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 

耶穌，祢有極大權柄， 

祢升天得勝永賜盼望，全心敬拜讚頌， 

耶穌，祢美善沒誰比， 

祢恩典豐富滿我一生，全心讚美、尊崇， 

全因祢愛我沒嫌棄，祢捨身拯救，替我犧牲獻上。 

耶穌永配讚頌傳揚，耶穌祢配最大讚美。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只因愛 

祢的愛，我怎猜透；捨尊降貴，貧苦中馬槽降生， 

沒有佳美肖顏容，但賜我勇氣面對生命。 

被擄得釋放，餵飽飢渴，一生以愛，神蹟可見神同在；

頭被戴上荊棘冕，被厭棄替我遍歷痛苦。 

誰瞭解祢在十架甘心犧牲，只因愛救贖世上人； 

流盡血見證祢的愛，誰配得可擁有，神恩典像海般深。 

誰會知祢在墓裡三天復活，得勝已賜下我盼望。 

神大愛抱緊我，我願一生一世靠緊祢，感恩滿心裡。 

(古丹青曲 凌東成詞/曲詞版權屬 ACM 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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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出愛 

無窮大愛於天上來，多廣闊就如海， 

難盛載、難測透、不可理解。 

完全是祢，與我共行，將心獻，沒離開， 

來活過，願以畢生傾出愛。 

基督深恩激發我，今一生得釋放， 

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 

基督深恩光照我，心熾熱在蔓延， 

你我一起同心獻，傾出愛。 

(曲：盛曉玫，詞： SIMON CHUNG /曲詞版權屬 CantonHymn 及

泥土音樂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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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谷中的盼望 

山邊無花果樹不發旺了，殘留葉絮隨風輕飄， 

葡萄樹未結果，橄欖樹枯乾了，田地也沒有出糧食了。 

即使羊圈好像荒廢了，羊群未見，綠草稀少， 

牛棚全部已空，籬笆被燒毀了，我仍能靠著神喜笑！ 

唯祢是我終生拯救，我心中力量， 

是我亮光，我的保障，毋須畏懼前途如何荒涼。 

唯獨是祢，是永久的倚靠，幽谷中盼望， 

活在世俗中，看見祢的恩惠， 

人生變幻無常，仍不膽喪，心可堅壯! 

�盧永亨曲詞/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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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羊圈好像荒廢了，羊群未見，綠草稀少， 

牛棚全部已空，籬笆被燒毀了，我仍能靠著神喜笑！ 

唯祢是我終生拯救，我心中力量， 

是我亮光，我的保障，毋須畏懼前途如何荒涼。 

唯獨是祢，是永久的倚靠，幽谷中盼望， 

活在世俗中，看見祢的恩惠， 

人生變幻無常，仍不膽喪，心可堅壯! 

�盧永亨曲詞/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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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屬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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