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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浸信會 �ŚƵŬ�zƵĞŶ��ĂƉƟƐƚ��ŚƵƌĐ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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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 �����……………… 眾 立 

頌 讚 ………… 《祢是我的神》 ………… 

《一首讚美的詩歌》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唱 詩 ………… 《慈繩愛索》 …………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  士 ����-�� ��提後 ���-�� �…… 眾 立 

講 道 ………… 「虎媽苦媽」 ………… 羅志成牧師 

 士 ����-����提後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橋》……………… 主 席 

奉 獻 ……………………………………… 陳耀光執事 

主 餐 ……………………………………… 羅志成牧師 

年 題 詩 …………… 《腳步》 …………… 主 席 

家事分享 ……………………………………… 李嘉璐傳道 

祝 福 ……………………………………… 羅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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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詩 …………… 《萬有主》 …………… 詩 班 

1. 歡迎新來賓參與崇拜，願主賜福給你。 

2. 敬謝童心喜樂團總幹事羅志成牧師蒞
臨證道及帶領主餐。 

3. 今天是母親節，教會致送各位母親一
份禮物， 祝福每位母親身心靈健壯，
家庭滿有主的愛和恩典。 

4. 今天崇拜後將舉行月禱會，讓我們同
心禱告，期待你的出席。 

5.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信望愛工程之校園
擴建計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建立
門徒群體。新研大樓在興建中，預算工
程及裝修共七千萬元，現呼籲弟兄姊妹
為浸神祈禱及奉獻支持。詳情請到浸神
網頁了解。如有查詢，請聯絡麥牧師。 

6. 網上祈禱會 (12/5、26/5) 

逢週三晚上 8時舉行，鼓勵弟兄姊妹懇
切守望祈禱，可向同工查詢視像連結。 

7. 歡迎弟兄姊妹以個人、家庭、團契等不

同單位， 透過鮮花奉獻向神表達感
謝。鮮花奉獻表放在司事枱供填寫， 每
主日兩個名額，每個單位奉獻    最少
150 元。 

8. 第二期家長班 (9/5、16/5、23/5、30/5)         

早上 10 時，網上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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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林綺媚 潘顯兆執事 

講 員 羅志成牧師 梁樂遜傳道 

司 琴 何嘉敏 張慧賢執事 

敬 拜 隊 詩班  黃悅茵堂委  

司 事 長 余月媚 黃何麗珊 

司 事 彭淑嫻 聶明欣 梁學賢 彭葉玉梅 

奉獻祈禱 陳耀光執事 薛耀泉 

插 花 陳施曉珊 黃林如玉 

主 餐 餅 / / 

影音統籌 劉鳳怡 劉鳳怡 

直 播 潘衡健 陳錦扑堂委 

點算獻金 張慧賢執事 黃強坤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兒崇          
-R\IXO�NLGV 

許少權 曹祖祥 
蔡秋英堂委 

伍張玉芬 余鋒  
蔡秋英堂委   

啟 蒙 班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下主日講題：失聯 ��小時 (約 ����-��) 

主日獻花：蕭麟婷一家、陳黃銘炘 

音 響 鄭志樂 鄭志樂 

家 長 班 麥惠賢牧師 蔡創仁執事  麥惠賢牧師 蔡創仁執事  

 

崇拜         
少年 

崇拜         
兒崇 

-R\IXO��.LGV 
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 

祈禱會 

��人 
(��人準時) 

��人 ��人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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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青 

�人 �人 �人 ��人 — ��人 

 

提摩太團 

大專 

提摩太 

成長小組 

初中   

我是主的牛 

中學生  
浸禮班   

�人  — �人   

   

—� 

堂費：   

差傳：   

合共：   

����年差傳奉獻累積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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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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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緬甸的局勢祈禱，求主的大能帶領這地。 
�� 為香港社會及世界各地疫情，特別為印度祈禱。 
�� 為香港教會祈禱，在社會政策及疫情的轉變中，

更把握傳福音的機會。 
�� 為教會遷堂祈禱：求聖靈引導眾心有著基督的

帶領。 
�� 求主興起弟兄姊妹事奉的心，在教會服事中學

習成長。（有感動的弟兄姊妹，請與牧者分享代
禱） 

�� 為家庭禱告，為父母及孩子的成熟/成長祈禱。 
�� 為患病肢體及家人祈禱：醫治和安慰。 
�� 為潘衡健弟兄將於 ����入院做足部矯型手術守

望祈禱。 

 

家長英文班  星期二  上午 ����-����� —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星期四 上午 ����-����� —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 — 

家長加油站  星期四 上午 ����-�����  — 

-R\IXO�.LGV�學生團契 星期二至四�� 下午 ����-���� — 

學生祈禱會   —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 —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 ����人 

小六升中預備班 星期六�� 下午 ����-���� — 

家長班 星期日�� 早上 ����� ���人 

執事會會議 聯席退修會 

�����������六� �����������日� 

影音小組會議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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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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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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的神 

頌讚永活永生主，頌讚祢在我最深處， 

唯祢是我的神，唯祢是我幫助， 

今我願意謙卑來敬奉。 

頌讚至大至高主，頌讚救贖我顯寬恕， 

唯祢是我的神，唯祢是我依傍， 

今我願意屈膝來讚頌。 

萬有主公義慈愛，永存永在， 

萬有主跨越穹蒼，永存世代， 

緊靠神心意，處處神供應，滿有神的愛我讚頌祢。 
(吉中鳴曲，黃維棣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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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繩愛索 

來到祢的寶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 

祢配得一切榮耀尊貴，祢是王掌管明天。 

來到祢施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 

惟獨祢愛我天天不改變，奇妙救主我永屬祢。 

慈繩愛索緊緊牽引我，為我捨身背起我罪， 

護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裡能得安穩。 

我願一生竭力同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 

徬徨人生不擔心，因有祢伴我行， 

靠著祢能走出黑暗。 

(鄧淑儀曲/詞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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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父母親從小撫育我，栽種愛惜幼樹苗， 

維護照料牽我手； 

父母親延伸天父愛，甘心獻身像道橋， 

禍困凶險我不怕過。 

頌讚親恩彷似無邊大海洋， 

惟願你我孝順祝福雙親康泰。 

父母親延伸天父愛，甘心獻身像道橋， 

禍困凶險我不怕過。 

父母親年紀雖漸老，一生獻身像道橋， 

容讓你我在上面輕輕鬆鬆再走過， 

再經過，不分風雨渡過！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會(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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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詩：萬有主 

萬有主是我信心所在，我能全交託。 
萬有主戰勝使人懼怕灰心的權勢。 

萬有主治理萬國萬邦止戈平紛爭。 

萬有主，母親懷中幼兒亦蒙祂護佑。 

萬有主，天下萬物的主宰， 
宇宙大地齊聲頌揚尊祢萬有主。 

萬有主，掌管赦罪的權柄； 

祢是昔在今在永長存的萬有主。 

萬有主，祢的和平，吸引萬人歸向祢。 
萬有主，為我預備一切滿足無所缺。 

萬有主，掌管四季運行生生而不息。 

萬有主，慈愛救贖賜重生得新生命。 
萬有主，天下萬物的主宰， 

宇宙大地齊聲頌揚尊稱萬有主。 

萬有主，掌管赦罪的權柄； 

祢是昔在今在永長存的萬有主。 
萬有主，向祢恭敬獻上感謝讚美。 

萬有主，向祢恭敬獻上感謝讚美。 

萬有主。 
(原曲詞 Phill McHuhg 高蔡慧君譯  中文版版權屬榮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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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有主，向祢恭敬獻上感謝讚美。 

萬有主。 
(原曲詞 Phill McHuhg 高蔡慧君譯  中文版版權屬榮光出版社) 

年題詩：腳步 

祢的腳步帶着我的腳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每個腳步我要緊緊跟隨，走在蒙福的道路。 

求給我更多的勇氣，給我更多的信心， 

讓我勇敢踏出跟隨祢的腳步，跟祢行在水面上， 

跟祢走在曠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靠祢，只要更多順服祢， 

凡是出於祢的我就默然不語， 

就算經過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風雨， 

在祢手中都將變成祝福。 

(盛曉玫曲詞/專輯：腳步/美國泥土音樂授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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