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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新冠肺炎疫情祈禱守望：疫苗、醫治、失業、貧窮、
抗疫、情緒等。  

�� 為患病肢體及家人祈禱：堅固信心、得著醫治、平安
喜樂。 

�� 為弟兄姊妹建立禱告和讀經的習慣祈禱。 

�� 為年長者年青時貢獻社會及家庭，現身體勞損，行動
不變，求主堅壯他們的身心靈，信靠主。 

�� 為年青人祈禱，安慰他們的憂慮不安，求聖靈與他們
同在，激勵他們生命的建立。 

�� 為學校重置校舍及教會守望，求主帶領準備。 

�� 為「家長班」、「社區關懷行動」及「堂慶ũ愛的行
動」守望禱告，求主感動弟兄姊妹的心為他人祈禱，
用愛心關懷，透過不同的形式建立生命，領人歸主。 

敬拜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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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唱 詩 …………《我向祢禱告》…………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希伯來書 ����-�………… 眾 立 

講 道 ………… 「堅忍奔跑」 ………… 李嘉璐傳道 

 希伯來書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最美好的仗》………… 主 席 

奉 獻 ……………………………………… 主 席 

家事分享 ……………………………………… 李嘉璐傳道 

主 禱 文 ……………………………………… 李嘉璐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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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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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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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蔡創仁執事 余鋒 

講 員 李嘉璐傳道 鄺振華牧師 

司 琴 張慧賢執事 李嘉璐傳道 

敬 拜 隊 楊佩瑩 劉鳳怡  潘楊佩慧 蔡創仁執事  

司 事 長 / / 

司 事 / / 

奉獻祈禱 / / 

插 花 / / 

主 餐 餅 / / 

影音統籌 陳錦扑堂委 劉鳳怡 

直 播 鄭志樂 潘衡健 

點算獻金 / / 

兒崇          
-R\IXO�NLGV / / 

啟 蒙 班 / / 

下主日講題：寄居的祭司(彼得前書 ���-��� 

主日獻花：暫停 

音 響 潘衡健 陳錦扑堂委 

家 長 班 / 
麥惠賢牧師 蔡創仁執事 
梁學賢  

小六升中預備班 星期六�� 下午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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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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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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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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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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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網頁： ZZZ�F\EF�RUJ�KN 

聚會地址：竹園南邨浸信會天虹小學 

堂費：   

差傳：   

合共：   

����年差傳奉獻累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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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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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KXN�<XHQ�%DSWLVW�&KXUFK 

1. 歡迎新朋友及弟兄姊妹參與崇拜，願主賜你
們平安。 

2. 現時崇拜以網上直播進行， 請於主日早上
10 時登入教會網頁 www.cybc.org.hk，按  

崇拜直播連結一同參與。 

3. 視像祈禱會：逢週三晚上 8時舉行， 鼓勵

弟兄姊妹懇切守望祈禱。 

4. 下主日(31/1)早上 10 時舉行家長班 (視像

形式)。 

5. 鼓勵弟兄姊妹預備適合自己進度的讀經計
劃，每天倚靠主的恩言，對生活作信仰反思。 

6. 傳道部將會與「同心圓關懷事工」合辦 

【2021 年社區關懷行動 (第一季)】， 

已於 16/1 舉行了訓練，並將於 30/1(六) 舉
行第一次實踐對社區裡的基層勞動群體，如
清潔工友、拾荒者等等的關懷行動。請各位代
禱記念。 

7.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堂慶─愛的行動」，

學習以行動分享主愛。教會已預備了 150 份
堂慶小禮物，參加的弟兄姊妹可考慮把禮物
送給家人/朋友/鄰舍（信與未信皆可），關懷
問候，成為祝福。 
提取禮物日期： (地點：天虹地下 G01 室) 
30/1 ─星期六下午 1:00 至 5:00 

31/1 ─主日早上 11:30-下午 1:00 

每人可領取1-3份禮物，建議於2月份內完成
「愛的行動」。詳情及報名請與陳錦扑堂委/
麥牧師聯絡。 



天地讚美 

地與海奏出歌韻，磐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頌，雲霧同頌吹送， 

全地奏響聲勢無比。 

頌讚聲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事奉，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 

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讓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 

讓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 

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吉中鳴曲，鄭楚萍詞/詞曲版權屬 ACM 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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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我神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 

心緊靠祢進祢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 

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 

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祢， 

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 

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 

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敬拜者使團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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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祢禱告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 是我高臺與詩歌 祢體恤我 祢保守我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 是我盾牌與幫助 祢應許我 祢在掌舵 

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 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神蹟必可看見)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信心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權柄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 祢旨意彰顯 
(曲/詞: 李藹兒 �������6RQ�0XVLF�新音樂敬拜創作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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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好的仗 

過去困於幽暗裡，難以解開這捆綁； 

痛苦中掙扎，無法為基督作光。 

懇請救主改變我，能對祢重燃渴望， 

求祢助我，洗脫骯髒！ 

憑上帝話語可得勝，我立志每天穿戴， 

主所賜全副軍裝！ 

今天決意跟主的足印，不管試探像惡浪臨近， 

那懼怕四周多黑暗，一生都至死忠心！ 

恩主，我要盡力地傳揚，彰顯祢愛令大地明亮； 

願窮盡力氣高聲唱：忠心打那最美好的仗。 
(王建威曲盧永亨詞/曲詞版權屬 ACM 所有獲准使用) 

最美好的仗 

過去困於幽暗裡，難以解開這捆綁； 

痛苦中掙扎，無法為基督作光。 

懇請救主改變我，能對祢重燃渴望， 

求祢助我，洗脫骯髒！ 

憑上帝話語可得勝，我立志每天穿戴， 

主所賜全副軍裝！ 

今天決意跟主的足印，不管試探像惡浪臨近， 

那懼怕四周多黑暗，一生都至死忠心！ 

恩主，我要盡力地傳揚，彰顯祢愛令大地明亮； 

願窮盡力氣高聲唱：忠心打那最美好的仗。 
(王建威曲盧永亨詞/曲詞版權屬 ACM 所有獲准使用) 

最美好的仗 

過去困於幽暗裡，難以解開這捆綁； 

痛苦中掙扎，無法為基督作光。 

懇請救主改變我，能對祢重燃渴望， 

求祢助我，洗脫骯髒！ 

憑上帝話語可得勝，我立志每天穿戴， 

主所賜全副軍裝！ 

今天決意跟主的足印，不管試探像惡浪臨近， 

那懼怕四周多黑暗，一生都至死忠心！ 

恩主，我要盡力地傳揚，彰顯祢愛令大地明亮； 

願窮盡力氣高聲唱：忠心打那最美好的仗。 
(王建威曲盧永亨詞/曲詞版權屬 ACM 所有獲准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