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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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歡迎新來賓參與崇拜，願主賜福給你。 

2. 敬謝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基

督教倫理)助理教授劉振鵬博士蒞臨
證道。 

3. 網上祈禱會：6月份逢週三晚上8時

舉行，16/6 主題：職青祈禱。 可向同

工查詢視像連結。 

4. 今天崇拜後舉行月會及月禱會，請預

留時間出席。 

5. 今天下午 2:00 舉行聯席會議， 共商

教會遷堂事宜。 

6. 下主日崇拜將舉行孩童奉獻禮。 

7. 教育部：讀經日 

主題：「敬虔經世學」研讀聖經人物 

─約瑟在埃及經歷的事 
日期： 6 月 19 日(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 

地點：天虹小學禮堂 
主講：梁志強牧師 
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可電子報名

或向同工報名。 

8. 溫馨提示：當我們用完學校設施離開
前， 請把場地還原，把物件放回原來
的位置，多謝合作。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 詩 �����-��…………… 眾 立 

頌 讚 …………《這是天父世界》…………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獻 詩 ………… 《同聲獻感謝》 ………… 詩 班 

敬聽主言  

讀 經 ……  約 �����-����；加 ������…… 眾 立 

講 道 ………「一份未做的功課」……… 劉振鵬博士 

 約 �����-����；加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薪火永傳》…………… 主 席 

奉 獻 ……………………………………… 張慧賢執事 

主 餐 ……………………………………… 麥惠賢牧師 

年 題 詩 ………………《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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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問安 ……………………………………… 主 席 

詩 歌 …………《恩主美善愛眷》…………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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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黃婉蓮 林綺媚 

講 員 劉振鵬博士 麥惠賢牧師 

司 琴 何嘉敏 伍張玉芬 

敬 拜 隊 詩班  黃悅茵堂委 劉鳳怡  

司 事 長 余月媚 余月媚 

司 事 潘俊偉 劉芷均 何俊堂 黎美思 

奉獻祈禱 張慧賢執事 黃強坤 

插 花 張戴翠芬 黃林如玉 

主 餐 餅 / / 

影音統籌 劉鳳怡 蔡創仁執事 

音 響 聶明欣 鄭志樂 

直 播 吳卓軒執事 梁學賢 

點算獻金 蔡黃艷芬 黃強坤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兒崇          
-R\IXO�NLGV 

李嘉璐傳道 黃婉娟  
許少權         

蔡秋英堂委 楊佩瑩  
黃芝婷     蔡敬行     

啟 蒙 班 龐郭潤芬 蔡黃艷芬 

下主日講題：轉向天父 (瑪拉基書 ���-�) 

主日獻花：林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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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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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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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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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 活水團  保羅團 

金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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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組 

姊妹組 

爸媽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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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團 

大專 

提摩太 

成長小組 

初中   

我是 

主的牛 

中學生   
成長班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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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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是人生最重要的書，求聖靈幫助我們渴慕神的
話語，認識神給我們的人生意義。 

�� 為教會 ����年遷堂守望，求聖靈引導教會，按真理
而行。 

�� 為患病肢體及家人祈禱：在哀傷得醫治，在痛苦中
得安慰。 

�� 為香港及世界各地疫情，各地的疫苗分佈有效幫助
有需要的人。 

�� 為香港社會：為尋找工作/受疫情影響生計及家庭
相處代禱。 

�� 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信望愛工程之校園擴建計劃祈
禱，求主賜予所需，也感動弟兄姊妹奉獻支持。 

�� 為考試中的學生祈禱，求主賜恩，能盡力溫習，身心
健康。 

�� 為緬甸祈禱，求主憐憫保守。 

�� 為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禱告，求主憐憫和教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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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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 ���人 

小六升中預備班 星期六�� 下午 ����-���� ��人 

小六福音營   ��人 

月會  聯席會議 執事會 

�����������日�� �����������日�� ����������六��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深欣慰祢愛我 我深欣慰祢救贖我 

祢從天上降世間 指引我路  

在世間被釘十架 我罪得贖 

從十架到墳塋  從墳塋升回天  

主我高舉祢的名 
(曲詞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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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詞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這是天父世界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要聽， 

宇宙歌唱，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 

樹木花草，蒼天碧海，述說天父全能。 

這是天父世界，小鳥展翅飛鳴， 

清晨明亮，好花美麗，證明天理精深。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風吹之草將祂表現，天父充滿世間。 

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惡雖然 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我主作王，天地同唱，歌聲充滿萬方。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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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永傳 

忘世塵我已跟主走上在窄路，眾信徒常互勉並肩同步！ 

堅守方向志高，憑信念不怕跌倒， 

同證父神完美創造，全宇宙恩滿鋪！ 

看信徒毋懼逼迫，忠信歷世代，盼我們也可奔走天路，

越過得失，福氣，困災，能發現父神期待， 

承繼信念，延往萬年，同唱頌讚奏凱！ 

願當基督精兵常行在窄路，喚發接棒信眾繼續同步！ 

從而薪火永傳心志總不老，成為真實門徒知順服神好！ 

令每一世代同心將福音宣佈。 
(John Mohr 曲、劉永生詞/曲詞版權屬音樂 2000 所有) 

 

 

恩主美善愛眷 

1. 塵世變故，我知有恩主看顧， 

除去驚慌，頃刻安慰引牽。 

期盼與祢挽手，縱艱辛不變， 

迎向新天，光輝終必得見！ 

2. 沉痛，困惱，創傷至今都憶記， 

沉重過去交織，捆綁，壓逼， 
求祢賜我眾安穩，施恩釋放， 

憐憫，關心，體恤孤寡小眾。 

3. 如祢要賜予我眾險阻挑戰， 
沿各處披荊斬棘風雨飄； 

前往哪裡靠主可心堅不怯， 

如得賞恩膏，謹遵主旨意！ 

副歌：是主傾出真光照，美善愛眷， 

路遠也可堅守，因祢護航！ 

夜幕低首、日光高昇，主引領， 

信靠救主恩看顧達雋永！ 

(曲 Siegfried Fietz/原詞潘霍華/譯詞黃巧兒   

Cantonhymn 恢復粵語詩歌敬拜文化運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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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詩：同聲獻感謝 

我們是祢兒女，同聲來獻感謝， 

為祢一切祝福，並所賞賜禮物，  

陽光春雨，豐富收成，謙卑到祢面前，同聲來獻感謝。  

我們是祢兒女，同聲來獻感謝， 

為祢一切祝福，並所賞賜禮物，  

百花盛開，細柔雨滴，謙卑到祢面前，同聲來獻感謝。  

為一切從天上賞賜寶貴禮物，是祢的大愛賞賜和給予， 

將新生命給我們，使我們能健壯， 

謙卑到祢面前，同聲來獻感謝。  

我們是祢兒女，同來獻上感謝， 

在這聖潔地方，有祢奇妙同在，  

從心發出，誠心讚美。 

謙卑到祢面前，同聲來獻感謝，  

我們是祢兒女，同聲來獻感謝。 

(中文譯詞：邱李自珍  Words: J. Paul Williams , Music: Ruth 

Elaine Schram  中文版由榮光音樂/榮光傳道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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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祢一切祝福，並所賞賜禮物，  

陽光春雨，豐富收成，謙卑到祢面前，同聲來獻感謝。  

我們是祢兒女，同聲來獻感謝， 

為祢一切祝福，並所賞賜禮物，  

百花盛開，細柔雨滴，謙卑到祢面前，同聲來獻感謝。  

為一切從天上賞賜寶貴禮物，是祢的大愛賞賜和給予， 

將新生命給我們，使我們能健壯， 

謙卑到祢面前，同聲來獻感謝。  

我們是祢兒女，同來獻上感謝， 

在這聖潔地方，有祢奇妙同在，  

從心發出，誠心讚美。 

謙卑到祢面前，同聲來獻感謝，  

我們是祢兒女，同聲來獻感謝。 

(中文譯詞：邱李自珍  Words: J. Paul Williams , Music: Ruth 

Elaine Schram  中文版由榮光音樂/榮光傳道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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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