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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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 ����……………… 眾 立 

頌 讚 …………《讓讚美飛揚》………… 

《一首讚美的詩歌》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祢是我牧人》……………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太 ����-���� …………… 眾 立 

講 道 ……「兩個男人的故事 」…… 林國彬牧師 

  太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這樣的愛》…………… 主 席 

奉 獻 ……………………………………… 施曉珊堂委 

家事分享 ……………………………………… 麥惠賢牧師 

祝 福 ……………………………………… 林國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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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獻花：郭炳稭夫婦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林綺媚 余鋒 

講 員 林國彬牧師 辛德賢傳道 

司 琴 李嘉璐傳道 蔡信行 張慧賢堂委 

敬 拜 隊 施曉珊堂委 蔡創仁執事 黃婉蓮 黃悅茵 劉鳳怡 

司 事 郭炳稭 黎美思 何俊堂 聶明欣 

司 事 長 余月媚 余月媚 

奉獻祈禱 施曉珊堂委 蒙少文 

插 花 余月媚 施曉珊堂委 

主 餐 餅 / / 

影 音 鄭志樂 鄭志樂 

點算獻金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黃何麗珊 潘楊佩慧 

兒崇          
:ŽǇĨƵů�<ŝĚƐ 袁永良 黃何麗珊 蔡秋英 張玉芬 楊佩瑩 劉芷均 

啟 蒙 班 暫停 暫停 

下主日講題：教會的見證 �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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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票 奉 獻 抬 頭 「 竹 園 浸 信 會 」 或   �ŚƵŬ�zƵĞŶ��ĂƉƟƐƚ��ŚƵƌĐŚ 
 

�� 求主開闊我們的心懷，禱告守望香港。 

�� 為世界各地疫情及生活祈禱。 

�� 求主使我們生活佈道化，願教會在社區作鹽作光，叫
人得知主的名，見證真理。 

�� 為初信者信心堅固祈禱，求聖靈看顧引導。 

�� 求主揀選合適弟兄姊妹承擔教會執事，忠心事主。 

�� 求主施恩醫治患病肢體的身心靈。 

「  神啊，求祢使我們回轉，使祢的臉發光，我們便要
得救。」             (詩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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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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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幼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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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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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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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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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第一次參與崇拜的新來賓及眾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主。 

2. 敬謝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講師及實習主任林國彬牧師蒞臨證道。 

3. 今天是父親節，本會致送小禮物給各位父親，願神看顧保守每
個家庭經歷主愛。 

4. 週三祈禱會： 24/6 (三)晚上 8時於學校 G01 室舉行，鼓勵弟
兄姊妹同心祈禱。 

5. 啟蒙班暫停至另行通知。 

6. 本會現接受執事選舉﹝按立(終身）/選立 2021-2022﹞提名，
詳情已張貼報告板上，截止日期為 28/6，表格可在司事枱取，
如有關查詢或填妥表格後請聯絡或交給麥牧師。請禱告記念。 

7. 漢語聖經協會與宣道會北角堂合辦： 

從永恆透視今生─保羅的終末觀 
講員：郭罕利博士（漢語聖經協會總幹事暨譯經總監） 
日期： 28/6/2020（主日）    時間：下午 2時至 5時 
地點：網上直播，屆時請登入 www.npac.org.hk 收看。 

8. 讀經日：鼓勵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日期： 5/7 (主日)   時間：下午 2-5 時      

地點：浸信會天虹小學禮堂  內容：研讀耶利米哀歌 
領會：梁志強牧師(本會顧問牧師) 

9. 奉獻防疫物資：在疫情下，本會繼續關心社區的需要，現鼓勵
弟兄姊妹如有感動，可奉獻口罩給教會探訪時送贈給有需要人
士。物資請交給玉芬姊妹。 

10. 由於部份弟兄姊妹因疫情緣故，不方便回到教會參與崇拜。有
見及此，由 21/6 開始，本會試行在 YouTube 直播崇拜，讓弟兄
姊妹雖受疫情影響，仍可在網絡上一起與現場會眾同步同心獻
上敬拜。如情況許可，仍鼓勵會眾一起參與實體崇拜。以下是
竹浸 YouTube 直播頻道， 請先行訂閱， 到時便可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O2LZUhvIUCQhI6rbW4abA/  堂費：   

差傳：   

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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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 ��人 

學生祈禱會   ��人 

小六升中預備班   �人 

小六畢業生祈禱會   ��人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 ���人 



讓讚美飛揚 

在這美麗的時刻，我們相聚在一起， 

神的愛擁抱著我們，神的靈充滿這地。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擊鼓跳舞揚聲歡呼，凡有氣息都要讚美祂，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 

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讓讚美從四處響起， 

讓音符在空中飛舞，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 

(陳學明、洪啟元、游智婷曲詞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一首讚美的詩歌 

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 

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裡，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 

創造我的主，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 

一首讚美的詩歌，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朱浩權曲/詞，詩歌版權屬香港沙田浸信會版權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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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我牧人 

主啊，祢是我牧人，我必不至缺乏， 
祢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水邊。 

主啊，祢是我牧人，我必不至缺乏， 
祢使我靈魂甦醒，引導行走義路， 
願祢恩待，讓我得到祢的看顧。 

我雖行過死蔭幽谷，也不怕遭害， 
全因祢與我同在， 
祢的竿，祢的杖，全都在安慰我， 
讓我生命福杯滿滿。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隨著我， 
我要住在祢殿中。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這樣的愛 

這樣的愛，這樣高深的愛，遠至亙古不變直到未來； 

降生人世內彰顯神的愛，接近人群抹去病困悲哀。 

這樣的愛，甘願犧牲的愛，這愛傾出寶血贖我回來， 

捨身除障礙，血盡流的愛，世上無人如同這份愛。 

這樣的愛，這份一生的愛，這愛永測不透但很精彩； 

祢竟住我內空虛已不再，晝夜同行從來沒有分開。 

這樣的愛，傾盡一生的愛，縱有困苦厄困也不更改， 

世間無替代，這情和這愛，傾出一生報答這份愛。 

我的主恩深比海更深，這份愛解我心中罪困。 

淒清中伴我同行，孤單中伴我前行，這份情仍是最真。 

我的主恩高比天更高，這份愛今我竟可遇到， 

漆黑中沒有迷途，幽谷中是我路途，這份情難以盡訴。 

(亞薩曲、詞/版權屬 2006Music2000ltd 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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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
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
孕。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
暗暗地把她休了。 

����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
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
子馬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
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
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
來； 

����只是沒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
耶穌。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
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
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
都不安。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
當生在何處？」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
說： 

���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
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
以色列民。」 

���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
出現的，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
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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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馬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
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
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
來； 

����只是沒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
耶穌。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
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
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
都不安。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
當生在何處？」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
說： 

���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
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
以色列民。」 

���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
出現的，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
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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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
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
頭停住了。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
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
物獻給他。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
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
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
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 

����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
去，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
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
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著他向博士仔細
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裏的，都殺盡了。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 

����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她兒女，
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
現，說： 

����「起來！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
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 

���� 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
去； 

����只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就
怕往那裏去，又在夢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內
去了，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裏。這是要
應驗先知所說，他將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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