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哀：盧義妹姊妹(葉玉梅姊妹的媽媽)於 1月 12日
安息主懷，其安息禮拜將於 2月 1日(五)中午
12:00至 1:00在鑽石山殯儀館慈愛堂舉行安息禮
拜，完了隨即往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
求主安慰。 

 
2.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 2月份祈禱會，詳情如下： 

 
● 30/1/2019(三)，晚上 8:00 於 G01室舉行祈禱會。 
 

3.  同工休假： Amy幹事於 3-10/2/2019 休假 
 

 

 

 

 

  名稱 時間 地點 

●   守望     

祈禱會 
每逢星期三晚上 8:00 至 9:15 學校地下

G01室 

●   月禱會 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月會後 禮堂 

●   早禱會 每月第一、三主日 

早上 9:00至 9:45 

學校地下

G01室 

●   15 分鐘 

祈禱會 

每月第四主日崇拜後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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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2019.01.27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篇 118:1…………… 眾 立 

頌 讚 …《讓讚美飛揚/聖潔的祢》……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和平之君》………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以弗所書 2:1-22…………  眾 立 

講 道 ……「因為祂是我們的和平」…… 李嘉璐傳道 

 以弗所書 2:1-22  

會眾回應  

回 應 …………《靠著祢寶血》………… 主 席 

奉 獻 ……………………………………… 黃 強 坤 

家 事 分 享 ……………………………………… 麥惠賢傳道 

主 禱 文 ……………………………………… 麥惠賢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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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 此 問 安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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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小學事工人數  

家長英文班  星期二      上午 8:30-10:00 4 人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星期四      上午 9:00-10:30 —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8:20-9:00 34 人 

家長加油站  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 

親子活動  星期六      上午 10:30-12:15  — 

Joyful Kids 學生團契 星期二至四  下午 3:30-4:30 31 人 

棋藝小組 星期五      下午 2:15-3:15 19 人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422人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8:30-10:00 15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30-6:30 255人 

顧問牧師：林國彬牧師 堂主任：麥惠賢傳道 

傳道：    李嘉璐傳道 幹事：  樊黃艷群姊妹 

電話：    2327 2322 網頁：  www.cybc.org.hk 

聚會地址：竹園南邨浸信會天虹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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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      兒崇 
Joyful Kids 

啟蒙班 主日 
早禱會 

週三祈禱會 

 71人(60人準時) 10 人 7 人 7 人 11 人 
 

 

長青團 活水團  保羅團  

但以理團 
長者 

約書亞團 
金齡組 

喜樂組 
媽媽組 

火腩組 
弟兄組 

同行組 
姊妹組 

大專至初職 

4 人 12 人 3 人 7 人 6 人 — 
   

提摩太興趣 
成長小組 

初中 

  我是主的牛 

 中學生  

提摩太團 

大專 

20 人 5 人 3 人 

探訪佈道隊 受浸成長班 培靈會 

5 人(受訪)/ 
9 人(探訪) 

3 人 37 人 

竹園浸信會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各項會議 

崇拜部會議 

27/1 (日)   13:00 

月會/ 聯席會議 

10/2 (日)   11:30 / 14:00 



主日獻花：樊黃艷群姊妹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林綺媚 潘顯兆執事 

講員 李嘉璐傳道 麥惠賢傳道 

司琴 張慧賢堂委 李嘉璐傳道 

敬拜隊 施曉珊堂委 劉鳳怡 黃悅茵 蔡創仁 

司事 黃其邦 薛林鳳娟 黃強坤 劉玉群 

司事長 黃何麗珊 何俊堂 

奉獻祈禱 黃強坤 許嘉豪 

插花 黃林如玉 施曉珊堂委 

主餐餅 — — 

影音 何俊堂 陳錦扑 

點算獻金 黃何麗珊 潘楊佩慧 龐郭潤芬 楊佩瑩 

兒崇          
Joyful Kids 

袁永良 黃悅茵 許少權 黃何麗珊 蔡秋英 黃婉娟 

啟蒙班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下主日講題：禱告榮耀主(以弗所書 3: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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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奉獻抬頭「竹園浸信會」或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守望祈禱  

上週主日獻金 

堂費： $8,950.00 主日：  $1,324.10 

差傳： $300.00 其他：  $462.00 

合共： $11,036.10  

2019年差傳奉獻累積 $12,600.00 

1. 為聘請傳道人祈禱。 

2. 為青少年事工祈禱，現招募了共 20 位小五及小

六生，於 2 月份參加逢星期六舉行的團契，求主

堅固他們的信心，又求主賜力量給青少年導師。 

3. 為 Joyful kids 兒童崇拜祈禱，求天父幫助學生

認識真理。 

4. 為啟蒙班祈禱，求天父幫助家長帶領小孩子返來

教會，能有愉快的學習。 

5. 為流感高峰期特別是醫院的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的

工作，求主幫助他們身心靈強壯，管理層也能體

恤他們的辛勞。 

讀經分享： 施曉珊堂委 

我想分享 1 月 22 日的讀經思考。是日經文是創

世紀二十三章。撒拉死了，亞伯拉罕在迦南地買了一

塊墓地，安葬他的妻子。他在上帝應許之地擁有的第

一塊土地，是墓地。這意味著甚麼？ 

按照神的應許，所有的迦南地都是屬於亞伯拉罕的

(創十三 14 ～ 15 ；十五 18)；但到此時，亞伯拉罕所

得的，是買來的一塊墓地。神所應許賜給亞伯拉罕和

我們的產業，或許並非地上屬物質的產業，乃是天上

更美的家鄉。亞伯拉罕的態度是，承認自己在世上是

客旅，是寄居的(創二十三 4)，值得學習。  

【講道反思】 

1.基督怎樣帶領你經歷出死入生的屬靈生命？ 

2.這份出死入生的屬靈生命怎樣令你與其他信徒聯合？ 

 

講道筆記 

 

   ————————————————— 

 

   ————————————————— 

    

   ————————————————— 

 

   ————————————————— 

 

   ————————————————— 

 

   ————————————————— 

 

   ————————————————— 

 

    

 
 

年題:「共建神家」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以弗所書 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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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1995Stream of Praise 讚
美之泉版權所有) 

聖潔的祢                                 

尊貴、榮耀、美麗，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 

萬世救主，永在全能，至高的讚美歸祢。 

一切向主屈膝，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裡， 

被殺救主，當得讚美，願國度權能屬祢﹗ 

（副歌）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祢歡喜，

我讚頌祢﹗ 

我獻上頌讚到祢座前，崇拜君尊救主﹗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祢歡喜，

我讚頌祢﹗ 

敬拜屬祢﹗ 

(王建威曲，朱浩廉詞/曲詞版權屬 ACM 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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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之君 

和平之君，是我盼望安慰，全能的主， 

聖潔尊貴，恩光普照萬世，我心景仰， 

頌讚上帝救恩，完全的愛怎可以代替。 

全然為我犧牲，願背負痛苦困難， 

誠然為我擔憂，淚眼終得抺乾，一生靠著祢牽引， 

毋用再覓尋，無人像祢，滿足我心。 

(李偉倫曲黃維棣詞/曲詞版權屬 ACM 所有，獲准使用) 

回應詩：靠著祢寶血 

1. 如何能除掉我罪 靠我救主基督寶血  

   如何能重造生命 靠我救主基督寶血 

2. 如何能重獲安穩 靠我救主基督寶血 

   祈求完全被潔淨 靠我救主基督寶血 

(副歌) 主被懸十架上 洒寶血全然為我  

       今使我像雪白 靠我救主基督寶血 

       賜予我無盡豐盛 靠我救主基督寶血 

       賜予我能力盼望 靠我救主基督寶血 

(過橋) 靠著祢寶血我得自由  

       靠著祢寶血救贖我得釋放 

       祢十架甘心犧牲的愛 改寫了我一生 

                         (改寫我下半生) 

       獻盡我心單單高舉祢  

       我願意一生跟主腳蹤方向 

       (我願意一切順服祢的旨意) 

       要像耶穌祢委身謙卑放低我的所有 

       我已完全被更新 靠我救主基督寶血 

(原曲/詞： Robert Lowry, 新曲/詞： Brenda Li/版權屬

新音樂敬拜創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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