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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浸信會 �ŚƵŬ�zƵĞŶ��ĂƉƟƐƚ��ŚƵƌĐ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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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榮耀君王》…………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我要向山舉目》………… 

《我知誰掌管明天》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但以理書第六章 ………… 眾 立 

講 道 ……………「笑傲獅穴」…………… 梁志強牧師 

 但以理書第六章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我知誰掌管明天》………… 主 席 

奉 獻 ………………………………………… 蔡創仁執事 

家事分享 ………………………………………… 麥惠賢牧師 

祝 福 ………………………………………… 梁志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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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歡迎新來賓及弟兄姊妹參與崇拜。崇拜結束後，鼓

勵弟兄姊妹彼此問安，互相代禱。 

2. 請留意團契須於 11:30 才可使用場地。 

3. 啟蒙班將於下主日(12/7)恢復聚會： 

時間：上午 10 時， 地點： 301 室。 

4. 週三祈禱會： 7月 8、15、22 及 29 日，晚上 8時

於學校 G01 室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為香港及教

會守望祈禱。 

5. 今天下午 2時至 5時，於禮堂舉行讀經日（研讀

耶利米哀歌），請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6. 奉獻防疫物資：若弟兄姊妹有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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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下半年崇拜鮮花奉獻表已放在司事枱，供弟兄姊

妹填寫，每次奉獻金額為 150 元，願我們向神常存

感恩回應。 

8. 由於部份弟兄姊妹因疫情緣故，還不方便回到教會

參與崇拜。有見及此，本會現試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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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WSV���
ZZZ�\RXWXEH�FRP�FKDQQHO�8&92�/=8KY,8&4K,�UE:�DE$�  

 



主日獻花：郭炳稭夫婦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江德陽先生 潘顯兆執事 

講 員 梁志強牧師 麥惠賢牧師 

司 琴 吳卓軒 何嘉敏 

敬 拜 隊 楊佩瑩 劉鳳怡   詩班  

司 事 郭炳稭 黃林如玉 潘俊偉 陳黃銘炘 

司 事 長 彭淑嫻 彭淑嫻 

奉獻祈禱 蔡創仁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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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強坤 蔡黃艷芬 楊佩瑩 

兒崇          
:ŽǇĨƵů�<ŝĚƐ 黃婉蓮 蔡秋英 黃婉娟 

李嘉璐傳道  
曹祖祥 黃芝婷 

啟 蒙 班 暫停 暫停 

下主日講題：非凡任務 �太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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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會�年會 

選立執事選舉 
職青部會議 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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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        兒崇 

-R\IXO��.LGV 
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 

祈禱會 

��人 ����人準時� 

幼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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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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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  

   

�人 

堂費：   

差傳：   

合共：   

����年差傳奉獻累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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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家長英文班  上午 ����-����� —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上午 ����-����� — 

家長祈禱會 上午 ����-���� ��人 

家長加油站  上午 ����-�����  — 

-R\IXO�.LGV�學生團契 下午 ����-���� — 

學生祈禱會  — 

聖經課 早上 — 

讚美操  上午 ����-����� ��人 

惜食堂 下午 ����-���� ���人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二至五 

星期四 

星期二至四��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三 

星期一至五 

小六升中預備班 星期六�� 下午 ����-���� ��人 

 

「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
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
通，凡事順利。 」                                                (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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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的榮光照遍全地，禱告守望香港社會的局

勢。 

�� 為世界各地疫情受控及康復者祈禱。 

�� 求主的話成為我們的力量和指引，在困難中感

謝神的同在。 

�� 為初信者堅固信心祈禱，求聖靈看顧引導。 

�� 求主揀選合適弟兄姊妹承擔教會執事，委身事

主。 

�� 求主施恩醫治患病肢體的身心靈。  



祢是榮耀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我要向山舉目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版權屬 迎欣出版社 所有) 

 
 

祢是榮耀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祢是榮耀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我要向山舉目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版權屬 迎欣出版社 所有) 

 
 

我要向山舉目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版權屬 迎欣出版社 所有) 

 
 



我知誰掌管明天 

1.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每一天只為主活， 

我不借明天的陽光，因明天或不晴朗， 

我不要為將來憂慮，因我信主的應許， 

我今天要與主同行，因祂知前面路程。 

2.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黃金階梯， 

每重擔越挑越輕省，每朵雲披上銀衣， 

在那裏陽光常普照，不再有淚流滿面， 

在美麗彩虹的盡頭，眾山嶺與天相連。 

3.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或遭遇貧苦飢餓， 

但那位看顧麻雀者，祂必然也看顧我， 

祂是我旅途的良伴，縱遭遇各樣災害， 

我救主必與我同在，祂寶血把我遮蓋。 

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 

但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版權屬浸信會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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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大流士隨心所願，立一百二十個總督，治理通國。 

6:2   又在他們以上立總長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
總督在他們三人面前回覆事務，免得王受虧損。 

6:3   因這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所以顯然超乎其餘的
總長和總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國。 

6:4   那時，總長和總督尋找但以理誤國的把柄，為要
參他；只是找不著他的錯誤過失，因他忠心辦
事，毫無錯誤過失。 

6:5   那些人便說：「我們要找參這但以理的把柄，除
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尋不著。」 

6:6   於是，總長和總督紛紛聚集來見王，說：「願大
流士王萬歲！ 

6:7   國中的總長、欽差、總督、謀士，和巡撫彼此商
議，要立一條堅定的禁令，三十日內，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甚麼，就必扔在獅
子坑中。 

6:8   王啊，現在求你立這禁令，加蓋玉璽，使禁令決
不更改；照米底亞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
的。」 

6:9   於是大流士王立這禁令，加蓋玉璽。 

6:10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裏（他
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跪
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與素常一樣。 

6:11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見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禱懇
求。 

6:12 他們便進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說：「王啊，三
十日內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
甚麼，必被扔在獅子坑中。王不是在這禁令上蓋
了玉璽嗎？」王回答說：「實有這事，照米底亞
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6:13 他們對王說：「王啊，那被擄之猶大人中的但以
理不理你，也不遵你蓋了玉璽的禁令，他竟一日
三次祈禱。」 

6:14 王聽見這話，就甚愁煩，一心要救但以理，籌劃
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時候。 

6:1  大流士隨心所願，立一百二十個總督，治理通國。 

6:2   又在他們以上立總長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
總督在他們三人面前回覆事務，免得王受虧損。 

6:3   因這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所以顯然超乎其餘的
總長和總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國。 

6:4   那時，總長和總督尋找但以理誤國的把柄，為要
參他；只是找不著他的錯誤過失，因他忠心辦
事，毫無錯誤過失。 

6:5   那些人便說：「我們要找參這但以理的把柄，除
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尋不著。」 

6:6   於是，總長和總督紛紛聚集來見王，說：「願大
流士王萬歲！ 

6:7   國中的總長、欽差、總督、謀士，和巡撫彼此商
議，要立一條堅定的禁令，三十日內，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甚麼，就必扔在獅
子坑中。 

6:8   王啊，現在求你立這禁令，加蓋玉璽，使禁令決
不更改；照米底亞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
的。」 

6:9   於是大流士王立這禁令，加蓋玉璽。 

6:10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裏（他
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跪
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與素常一樣。 

6:11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見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禱懇
求。 

6:12 他們便進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說：「王啊，三
十日內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
甚麼，必被扔在獅子坑中。王不是在這禁令上蓋
了玉璽嗎？」王回答說：「實有這事，照米底亞
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6:13 他們對王說：「王啊，那被擄之猶大人中的但以
理不理你，也不遵你蓋了玉璽的禁令，他竟一日
三次祈禱。」 

6:14 王聽見這話，就甚愁煩，一心要救但以理，籌劃
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時候。 

6:1  大流士隨心所願，立一百二十個總督，治理通國。 

6:2   又在他們以上立總長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
總督在他們三人面前回覆事務，免得王受虧損。 

6:3   因這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所以顯然超乎其餘的
總長和總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國。 

6:4   那時，總長和總督尋找但以理誤國的把柄，為要
參他；只是找不著他的錯誤過失，因他忠心辦
事，毫無錯誤過失。 

6:5   那些人便說：「我們要找參這但以理的把柄，除
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尋不著。」 

6:6   於是，總長和總督紛紛聚集來見王，說：「願大
流士王萬歲！ 

6:7   國中的總長、欽差、總督、謀士，和巡撫彼此商
議，要立一條堅定的禁令，三十日內，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甚麼，就必扔在獅
子坑中。 

6:8   王啊，現在求你立這禁令，加蓋玉璽，使禁令決
不更改；照米底亞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
的。」 

6:9   於是大流士王立這禁令，加蓋玉璽。 

6:10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裏（他
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跪
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與素常一樣。 

6:11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見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禱懇
求。 

6:12 他們便進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說：「王啊，三
十日內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
甚麼，必被扔在獅子坑中。王不是在這禁令上蓋
了玉璽嗎？」王回答說：「實有這事，照米底亞
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6:13 他們對王說：「王啊，那被擄之猶大人中的但以
理不理你，也不遵你蓋了玉璽的禁令，他竟一日
三次祈禱。」 

6:14 王聽見這話，就甚愁煩，一心要救但以理，籌劃
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時候。 



6:15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來見王，說：「王啊，當知道
米底亞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
都不可更改。」 

6:16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來，扔在獅子坑中。王
對但以理說：「你所常事奉的神，他必救你。」 

6:17 有人搬石頭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璽和大臣的
印，封閉那坑，使懲辦但以理的事毫無更改。 

6:18 王回宮，終夜禁食，無人拿樂器到他面前，並且
睡不著覺。 

6:19 次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往獅子坑那裏去。 

6:20 臨近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對但以理說：「永
生神的僕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事奉的神能救你脫
離獅子嗎？」 

6:21 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 

6:22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
我；因我在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
虧損的事。」 

6:23 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裏繫上來。於
是但以理從坑裏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
信靠他的神。 

6:24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連他們的
妻子兒女都帶來，扔在獅子坑中。他們還沒有到
坑底，獅子就抓住他們，咬碎他們的骨頭。 

6:25 那時，大流士王傳旨，曉諭住在全地各方、各國、
各族的人說：「願你們大享平安！ 

6:26 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要在但以
理的神面前，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
神，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 

6:27 他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
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6:28 如此，這但以理，當大流士王在位的時候和波斯
王塞魯士在位的時候，大享亨通。 

6:15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來見王，說：「王啊，當知道
米底亞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
都不可更改。」 

6:16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來，扔在獅子坑中。王
對但以理說：「你所常事奉的神，他必救你。」 

6:17 有人搬石頭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璽和大臣的
印，封閉那坑，使懲辦但以理的事毫無更改。 

6:18 王回宮，終夜禁食，無人拿樂器到他面前，並且
睡不著覺。 

6:19 次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往獅子坑那裏去。 

6:20 臨近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對但以理說：「永
生神的僕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事奉的神能救你脫
離獅子嗎？」 

6:21 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 

6:22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
我；因我在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
虧損的事。」 

6:23 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裏繫上來。於
是但以理從坑裏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
信靠他的神。 

6:24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連他們的
妻子兒女都帶來，扔在獅子坑中。他們還沒有到
坑底，獅子就抓住他們，咬碎他們的骨頭。 

6:25 那時，大流士王傳旨，曉諭住在全地各方、各國、
各族的人說：「願你們大享平安！ 

6:26 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要在但以
理的神面前，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
神，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 

6:27 他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
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6:28 如此，這但以理，當大流士王在位的時候和波斯
王塞魯士在位的時候，大享亨通。 

6:15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來見王，說：「王啊，當知道
米底亞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
都不可更改。」 

6:16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來，扔在獅子坑中。王
對但以理說：「你所常事奉的神，他必救你。」 

6:17 有人搬石頭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璽和大臣的
印，封閉那坑，使懲辦但以理的事毫無更改。 

6:18 王回宮，終夜禁食，無人拿樂器到他面前，並且
睡不著覺。 

6:19 次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往獅子坑那裏去。 

6:20 臨近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對但以理說：「永
生神的僕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事奉的神能救你脫
離獅子嗎？」 

6:21 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 

6:22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
我；因我在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
虧損的事。」 

6:23 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裏繫上來。於
是但以理從坑裏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
信靠他的神。 

6:24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連他們的
妻子兒女都帶來，扔在獅子坑中。他們還沒有到
坑底，獅子就抓住他們，咬碎他們的骨頭。 

6:25 那時，大流士王傳旨，曉諭住在全地各方、各國、
各族的人說：「願你們大享平安！ 

6:26 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要在但以
理的神面前，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
神，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 

6:27 他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
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6:28 如此，這但以理，當大流士王在位的時候和波斯
王塞魯士在位的時候，大享亨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