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藝小組會議 

10/3  (日) 

執事會會議 

16/3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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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2019.03.10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尼希米記 9:6下………… 眾 立 

頌 讚 ………《頌讚全能上帝》…………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奇妙的愛/感激救主》…… 主 席 

獻 詩 ……………《認識祢》…………… 詩 班 

敬聽主言  

讀 經 ………以弗所書 6:10-20………… 眾 立 

講 道 「穿起軍裝、站立得穩： 

全教會奮起爭戰」 

林國彬牧師 

 以弗所書 6:10-20  

會眾回應  

回 應 …………《靠主剛強》…………… 主 席 

奉 獻 ……………………………………… 陳耀光執事 

主 餐 ……………………………………… 林國彬牧師 

年 題 詩 ……………《燃動生命》………… 主 席 

家 事 分 享 ……………………………………… 麥惠賢傳道 

祝 福 ……………………………………… 林國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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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天虹小學事工人數  

家長英文班  星期二      上午 8:30-10:00 —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星期四      上午 9:00-10:30 3 人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8:20-9: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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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棋藝小組 星期五      下午 2:15-3:15 —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8:30-10:00 —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30-6:30 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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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家事分享 

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      兒崇 
Joyful Kids 

啟蒙班 早禱會 週三祈禱會 

 70人(52人準時) 15 人 7 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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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人 1 人 6 人 8 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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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人 5 人 — 

小五功課輔導班 小六升中預備班  

12 人 8 人  

竹園浸信會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各項會議 

1. 教育部將於 3 月 24 日(主日)下午 2-5 時於禮堂舉

行讀經日，藉讀經及分享彼此鼓勵建立，歡迎弟兄

姊妹參與。 

2. 傳道部將於 3 月 31 日(主日)早上 10 時正於天虹小

學禮堂舉行復活節福音主日，講題:「歡歡喜喜而

出 來，平 平 安 安 蒙 引 導」，經 文:以 賽 亞 書 

55:12，講員:李重生牧師。歡迎弟兄姊妹邀請家人

朋友參加。 

3. 請注意凡使用學校地方/設施後，必須還原位置，

有勞最後離開場地的弟兄姊妹煩請檢查一下。 

4. 兒童部將於今天月禱會後 1 時至 2 時半於 G02 室舉

行兒童導師分享會，設愛筵及分享，歡迎各兒童導

師參與。 

5. 花藝小組會議將於 G01室舉行。 

6. 頒發感謝狀:感謝神!本會於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為期 3 年參與工業福音團契舉辦的第五屆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本會共有 11 位弟兄姊妹參

加，作參予計劃學生的生命師傅，與他們同行成

長。名單:黃銘炘、黃悅茵、張考如、蔡秋英、施

曉珊、吳卓軒、陳錦扑、曹祖祥、余鋒、黃耀陞及

麥惠賢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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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佩瑩 蔡創仁執事 

講員 林國彬牧師 麥惠賢傳道 

司琴 張慧賢堂委 張慧賢堂委 

敬拜隊 詩班 黃悅茵 劉鳳怡 

司事 梁學賢 謝詠恩 黃林如玉 蔡秋英 

司事長 彭淑嫻 彭淑嫻 

奉獻祈禱 陳耀光執事 郭炳稭 

插花 黎美思 黃林如玉 

主餐餅 龐郭潤芬 — 

影音 何俊堂 陳錦扑 

點算獻金 蔡黃艷芬 黃何麗珊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兒崇          
Joyful Kids 

黃何麗珊 黃銘炘 黃耀陞 黃婉蓮 曹祖祥 李嘉璐傳道 

啟蒙班 龐郭潤芬 蔡黃艷芬 

下主日講題：主內相交 (以弗所書 6: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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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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0.00 主日：  $1,266.10 

差傳： $7,800.00 其他：  $28.00 

合共： $30,594.10  

2019年差傳奉獻累積 $39,050.00 

1. 為黃金堯弟兄、黃其邦弟兄、黃葉麗珠姊妹、朱漢

龍弟兄的身體祈禱。 

2. 為 31/3福音主日的預備工作包括宣傳及弟兄姊妹

有火熱的心，邀請家人朋友來赴會。 

 

◆ 3月份祈禱會詳情如下，歡迎弟兄姊妹參加，同

心禱告：  

講道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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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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日期及主題 時間 地點 

週三 
祈禱會 

 13/3【哀慟: 認罪悔改 
     (太 5:4)】 
 20/3【溫柔:謙卑主前   
     (太 5:5)】    
 27/3【飢渴慕義: 
   愛慕真理 (太 5:6)】 

星期三晚上
8:00至 9:30 

學校地下
G01室 

月禱會  10/3【為職青禱告】 
第二主日 
崇拜月會後 

禮堂 

早禱會 

 17/3【忠心事主 
     (弗 6:21)】 
 31/3【福音主日:  

  經歷平安(賽 55:12)】 

第一、三、五
主日早上 

9:00至 9:45 

學校地下
G01室 

15分鐘

祈禱會 

 24/3 

【為基督徒父母祈禱】 

第四主日 

崇拜後 
禮堂 



頌讚全能上帝 

清風輕吹天空掛著耀眼太陽， 

山嶺滄海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遍地鳥語花香，蝶起舞舞影雙雙。 

看著細想，從內裏欣賞。 

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 

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是祢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祢作為，不可猜測估計， 

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萬有諸天說述祢的恩惠。 

地與深海同拍和，山嶺吶喊呼應， 

神大愛共永，地與天同共證。 
(馮鑑邦/高思敏曲、詞/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允許使用) 

奇妙的愛 
問怎麼可測透天多高？沒法去解這重疑問。 
到底那海真正又是何深？誰又可測得夠深切。 
但我知基督代死的愛，其崇高無法可相比， 
獨有祂的恩比海更深，全在我心中已刻記。 
遇到試煉命途現愁煩，就替我開解和承受。 
前路如山感到盡是難關，神助我恩典裏經過。 

在世間基督是心所愛，無人可能與祂相比， 
為了祂一生忠心作工，唯願這生不會枉過。 
啊！心領會造物救恩深，我接受慈愛主恩手， 
心裏默默地牢記神顧念罪人，惟願這生以愛奉上。 
(曲：楊伯倫、詞：劉國偉/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感激救主 

1.是祢，主！除我罪給我新盼望。 

  是祢，主！來潔淨我心靈， 

  在愛中蒙接納給我真快樂， 

  讓我口常讚頌祢恩惠。 

2.是祢，主！常勉勵使我不退後。 

  是祢，主！來塑造我生命， 

  用祢手來引導走過幽暗路， 

  讓我可無畏懼笑風雨。 

感激救主，愛我為我死，賜新生與救恩， 

感激救主，領我渡這生，我將心獻祢。 
(吉中鳴曲，陳以誠詞/曲詞版權屬 ACM所有，獲准使用) 

頌讚全能上帝 

清風輕吹天空掛著耀眼太陽， 

山嶺滄海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遍地鳥語花香，蝶起舞舞影雙雙。 

看著細想，從內裏欣賞。 

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 

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是祢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祢作為，不可猜測估計， 

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萬有諸天說述祢的恩惠。 

地與深海同拍和，山嶺吶喊呼應， 

神大愛共永，地與天同共證。 
(馮鑑邦/高思敏曲、詞/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允許使用) 

頌讚全能上帝 

清風輕吹天空掛著耀眼太陽， 

山嶺滄海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遍地鳥語花香，蝶起舞舞影雙雙。 

看著細想，從內裏欣賞。 

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 

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是祢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祢作為，不可猜測估計， 

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萬有諸天說述祢的恩惠。 

地與深海同拍和，山嶺吶喊呼應， 

神大愛共永，地與天同共證。 
(馮鑑邦/高思敏曲、詞/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允許使用) 

奇妙的愛 
問怎麼可測透天多高？沒法去解這重疑問。 
到底那海真正又是何深？誰又可測得夠深切。 
但我知基督代死的愛，其崇高無法可相比， 
獨有祂的恩比海更深，全在我心中已刻記。 
遇到試煉命途現愁煩，就替我開解和承受。 
前路如山感到盡是難關，神助我恩典裏經過。 

在世間基督是心所愛，無人可能與祂相比， 
為了祂一生忠心作工，唯願這生不會枉過。 
啊！心領會造物救恩深，我接受慈愛主恩手， 
心裏默默地牢記神顧念罪人，惟願這生以愛奉上。 
(曲：楊伯倫、詞：劉國偉/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奇妙的愛 
問怎麼可測透天多高？沒法去解這重疑問。 
到底那海真正又是何深？誰又可測得夠深切。 
但我知基督代死的愛，其崇高無法可相比， 
獨有祂的恩比海更深，全在我心中已刻記。 
遇到試煉命途現愁煩，就替我開解和承受。 
前路如山感到盡是難關，神助我恩典裏經過。 

在世間基督是心所愛，無人可能與祂相比， 
為了祂一生忠心作工，唯願這生不會枉過。 
啊！心領會造物救恩深，我接受慈愛主恩手， 
心裏默默地牢記神顧念罪人，惟願這生以愛奉上。 
(曲：楊伯倫、詞：劉國偉/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感激救主 

1.是祢，主！除我罪給我新盼望。 

  是祢，主！來潔淨我心靈， 

  在愛中蒙接納給我真快樂， 

  讓我口常讚頌祢恩惠。 

2.是祢，主！常勉勵使我不退後。 

  是祢，主！來塑造我生命， 

  用祢手來引導走過幽暗路， 

  讓我可無畏懼笑風雨。 

感激救主，愛我為我死，賜新生與救恩， 

感激救主，領我渡這生，我將心獻祢。 
(吉中鳴曲，陳以誠詞/曲詞版權屬 ACM所有，獲准使用) 

 感激救主 

1.是祢，主！除我罪給我新盼望。 

  是祢，主！來潔淨我心靈， 

  在愛中蒙接納給我真快樂， 

  讓我口常讚頌祢恩惠。 

2.是祢，主！常勉勵使我不退後。 

  是祢，主！來塑造我生命， 

  用祢手來引導走過幽暗路， 

  讓我可無畏懼笑風雨。 

感激救主，愛我為我死，賜新生與救恩， 

感激救主，領我渡這生，我將心獻祢。 
(吉中鳴曲，陳以誠詞/曲詞版權屬 ACM所有，獲准使用) 



回應詩：靠主剛強 
1. 靠主得剛強，靠祂大能大力， 
   全能主為你保障永遠不移。 
   你必得力，如鷹展翅上騰， 
   求告主聖名，勝利必屬你。 
2. 要穿戴救主所賜全副軍裝， 
   當全心信靠主必看顧不離。 
   任何爭戰，祂引領與同在， 
   光照你前路，使邪惡遠離。 
3. 靠主得剛強，誓作剛強勇士， 
   因大能的元帥必戰勝仇敵。 
勇敢向前，靠主必定得勝，無論你往何處祂必護庇。 
靠主剛強，靠主得剛強，做剛強的勇士，因主必引領。 
靠主剛強，靠主得剛強，你當歡欣靠主得勝利。 
(詞曲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會(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詩班獻詩：認識祢 

1. 我以前生命所尋求事情，在世界追逐名利、富貴； 
   前看為有益，現看為有損，一切事情都不能相比： 

2. 現我心所願追求認識祢，願在祢裡面，更歸屬祢； 
   因信神稱義，非我做的事，一切恩賜都不能相比： 
3. 讓我曉得祢復活大能力，並曉得和祢一同受苦； 
   讓我更像祢，效法祢的死，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 
認識祢，耶穌，認識祢是最重要的事， 
祢美善，是公義、是喜樂、是我一切， 
主我深愛祢。深愛祢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回應詩：靠主剛強 
1. 靠主得剛強，靠祂大能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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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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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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我心所願追求認識祢，願在祢裡面，更歸屬祢； 
   因信神稱義，非我做的事，一切恩賜都不能相比： 
3. 讓我曉得祢復活大能力，並曉得和祢一同受苦； 
   讓我更像祢，效法祢的死，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 
認識祢，耶穌，認識祢是最重要的事， 

祢美善，是公義、是喜樂、是我一切， 
主我深愛祢。深愛祢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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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題詩：燃動生命 

靜靜驀然回首，昨天喜與愁；曾遇狂風激流，挫敗時候。 

念記是誰留守，成良牧恩友，燃亮漆黑變白晝。 

歌聲共鳴迴響，要把光發揚；蒙召奏出音符，獻在壇上。 

奉祢旨意同心，抬頭共高唱，朝著主牽引路向。 

主恩壯闊浩瀚，高山低谷那懼去闖； 

繼續成長，憑信望愛堅定膽壯。 

聽凱歌從天降，在我心燃動熾熱盼望； 

沿路有祢護航，向標竿奔往！ 

(榮耀聖潔國度，我一心嚮往！) 
(曲：陳民煒，詞：甄燕鳴/版權屬角使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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