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會 

14/4   (日) 

聯席會議 

28/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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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2019.04.07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篇 116:13…………… 眾 立 

頌 讚 《祢是我神/十架的愛》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注目看耶穌》…………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歌羅西書 1:3-8………… 眾 立 

講 道 …………「為教會感謝神」……… 梁國權先生 

 歌羅西書 1:3-8  

會眾回應  

回 應 ………《開往水深之處》………… 主 席 

奉 獻 ……………………………………… 陳 錦 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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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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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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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人 

學生祈禱會  27 人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8:30-10:00 13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30-6:30 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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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人(83人準時) 17 人 7 人 4 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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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人 6 人 9 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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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 3 人 

小五功課輔導班 小六升中預備班 門徒訓練 受浸班 

12 人 7 人 13 人 4 人 

竹園浸信會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各項會議 

1. 敬謝中國神學研究院生命之道事工主任梁國權先生

蒞臨證道。 

2. 下主日 4 月 14 日下午 3 至 5 時於翠竹平安福音堂

舉行「信徒奮興會」，其目的奮興信徒心預備於 5

月 18 日舉辦兩場一生最美的祝福佈道會。請各位

踴躍參加。現招募 5 月 18 日日場及晚場的招待

員，有意請填寫報名表。 

3. 4 月 19 日(五)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分將舉行受苦節

晚會，以詩歌及默想經文，記念主耶穌，請各位弟

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4. 同工休假：李嘉璐傳道(4/4-8/4)五天 

5. 第十三屆篤信力行講座將於 4 月 12-14 日(五至日)

舉行，主題：但以理書的信息：至高者在人的國中

掌權。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詳情及取票

請看海報。 

 

 

 

 

 

 

 

 



1. 感謝神! 上主日崇拜有 2 位決志信主，求主堅固他們

的信心。另外為一些有意了解信仰的朋友祈禱，求神

引導。 

2. 求主醫治患病受傷的肢體及朋友，身心靈健康。 

3. 為各團契小組的相交生活祈禱,願弟兄姊妹彼此分享

和守望。 

4. 為預備受苦節晚會的工作及參加者的心。 

5. 為近日麻疹爆發祈禱求平安，特別為機場工作的從業

員禱告，求主保護。 

主日獻花：劉鳳怡姊妹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黃婉蓮 潘楊佩慧 

講員 梁國權先生 林國彬牧師 

司琴 張慧賢堂委 何嘉敏 

敬拜隊 黃悅茵 劉鳳怡 詩班 

司事 郭炳稭 黃何麗珊 潘顯兆執事 黎美思 

司事長 余月媚 余月媚 

奉獻祈禱 陳錦扑 關金銘執事 

插花 余月媚 黃葉麗珠 

主餐餅 — 黃何麗珊 

影音 潘衡健 鄭志樂 

點算獻金 龐郭潤芬 楊佩瑩 張慧賢堂委 黃強坤 

兒崇          
Joyful Kids 

蔡秋英 曹祖祥 黃芝婷 黃婉蓮 余鋒 李嘉璐傳道  

啟蒙班 龐郭潤芬 黃張考如 

下主日講題：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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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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90.00 主日：  $1,956.70 

差傳： $1,100.00 其他：  $76.00 

合共： $35,222.70  

2019年差傳奉獻累積 $46,210.00 

講道筆記 

 

   ————————————————— 

 

   ————————————————— 

    

   ————————————————— 

 

   ————————————————— 

 

   ————————————————— 

 

   ————————————————— 

 

 

    

 
 

受苦節默想經文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週三 

祈禱會 

10/4【清心:專注基督 

     (太 5:8)】 

17/4【使人和睦(太 5:9)】 

24/4【為義受逼迫 

     (太 5:10)】 

星期三晚上

8:00至 9:30 

學校 

地下

G01室 

月禱會 14/4【為青少年禱告】 
第二主日 

崇拜月會後 
禮堂 

早禱會 21/4【為崇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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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為基督徒父母禱告】  

第四主日 

崇拜後 
禮堂 

◆ 4月份的祈禱會詳情，歡迎弟兄姊妹參加，同心禱告： 

馬可福音 15:34 

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喊著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

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約翰福音 19:28、30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

就說：「我渴了。」耶穌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

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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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許可使用) 

祢是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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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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許可使用) 

十架的愛 

謙卑的君王，榮耀的君王， 

你甘心卑微順服，捨命在十架上。 

謙卑的君王，榮耀的君王， 

我得醫治，因你鞭傷，無盡恩典，我心感恩。 

十架的愛，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 

洗淨我罪，脫離污穢，穿上公義潔白衣裳。 

十架的愛，何等奇妙，我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帶我重回天父懷抱，在永恆裡我不停歌唱。 

十架的愛。 

(曲、詞：曾祥怡/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祢是我神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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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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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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的君王，榮耀的君王， 

我得醫治，因你鞭傷，無盡恩典，我心感恩。 

十架的愛，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 

洗淨我罪，脫離污穢，穿上公義潔白衣裳。 

十架的愛，何等奇妙，我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帶我重回天父懷抱，在永恆裡我不停歌唱。 

十架的愛。 

(曲、詞：曾祥怡/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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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的君王，榮耀的君王， 

你甘心卑微順服，捨命在十架上。 

謙卑的君王，榮耀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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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的愛，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 

洗淨我罪，脫離污穢，穿上公義潔白衣裳。 

十架的愛，何等奇妙，我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帶我重回天父懷抱，在永恆裡我不停歌唱。 

十架的愛。 

(曲、詞：曾祥怡/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注目看耶穌 

凡勞苦重擔，當親近耶穌，必享安息，必得滿足。 

凡饑渴慕義，來尋求耶穌，必享甘泉，必得飽足。 

注目看耶穌，定睛看耶穌， 

聖潔公義主，十架上耶穌， 

注目看耶穌，定睛看耶穌，謙卑親近主， 

跟著祂同步，跟著祂同步。 

(游智婷曲萬美蘭詞/曲詞版權屬讚美之泉版權所有，獲准使用) 

注目看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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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祂同步，跟著祂同步。 

(游智婷曲萬美蘭詞/曲詞版權屬讚美之泉版權所有，獲准使用) 

注目看耶穌 

凡勞苦重擔，當親近耶穌，必享安息，必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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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智婷曲萬美蘭詞/曲詞版權屬讚美之泉版權所有，獲准使用) 

回應詩：開往水深之處 

去來乘著疾風破浪出去，來為主收取莊稼熟纍。 

熱熾於心裏，揚帆直往標竿去追。 

去齊立志這生堅守主訓，唯願作忠心主祢僕人。 

願上帝掌舵，來同心向水深處開往。 

浪裏燈塔堅穩照亮途上，願繼續往，那懼風急雪霜。 

尋著祢覓到方向，願全心擺上，無後悔，為主夢想。 

去來乘著疾風破浪出去，來為主收取莊稼熟纍。 

熱熾於心裏，揚帆直往標竿去追。 

去齊立志這生堅守主訓，唯願作忠心主祢僕人。 

願上帝掌舵，來同心向水深處開往。 

(版權屬薪火拜使團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回應詩：開往水深之處 

去來乘著疾風破浪出去，來為主收取莊稼熟纍。 

熱熾於心裏，揚帆直往標竿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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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熾於心裏，揚帆直往標竿去追。 

去齊立志這生堅守主訓，唯願作忠心主祢僕人。 

願上帝掌舵，來同心向水深處開往。 

(版權屬薪火拜使團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回應詩：開往水深之處 

去來乘著疾風破浪出去，來為主收取莊稼熟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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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上帝掌舵，來同心向水深處開往。 

(版權屬薪火拜使團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