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藝小組會議 

8/9   (日) 

聯席會議 

15/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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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 哥林多後書 4:15 ……… 眾 立 

頌 讚 《主給我子女名份/願你公義臨近》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有了祢異象》…………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提摩太前書 4:11-13……… 眾 立 

講 道 ……………「成就未來」………… 許少權傳道 

 提摩太前書 4:11-13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吃苦開荒》………… 主 席 

奉 獻 ……………………………………… 張嘉明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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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2019.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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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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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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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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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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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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人(45人準時) 15 人 6 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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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人 9 人 12 人 3 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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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小六升中預備班 青少年營會 浸禮班 

— 22 人 3 人 

竹園浸信會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各項會議 

1. 歡迎新來賓/弟兄姊妹參與崇拜！願主賜福給你

們！ 

2. 敬謝香港學園傳道會同工許少權傳道證道。 

3. 如有事奉者欲取教會支出申請表，可在司事枱

取，每人每次最多攞五張。如有查詢請向 Amy 幹

事聯絡。 

4. 教育部：將於 22/9（主日）下午 2:30-5:30，於

天虹禮堂舉行讀經日，主題：如何研讀撒母耳

記。主領：佘慶基博士。鼓勵弟兄姊妹參與，認

識神的話語，請填寫報名表。 

5. 今天崇拜後將舉行 15 分鐘祈禱會，請各位弟兄姊

妹出席。 



1. 求主的真理喚醒香港，讓一切都有公義的審判。 

2. 為下星期新學年開學祈禱。 

3. 為患病肢體及朋友，身心靈健康祈禱。為照顧家人

病患的家人祈禱。 

4. 為教會聘請同工祈禱。 

主日獻花： 楊佩瑩姊妹、陳毅珈小朋友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黃婉蓮 林綺媚 

講員 許少權傳道 麥惠賢傳道 

司琴 李嘉璐傳道 張慧賢堂委 

敬拜隊 潘楊佩慧 蔡創仁執事 余鋒 劉鳳怡 

司事 曹祖祥 蔡秋英 梁學賢 許丁喜卿 

司事長 余月媚 何俊堂 

奉獻祈禱 張嘉明堂委 潘顯兆執事 

插花 施曉珊堂委 余月媚 

主餐餅 — — 

影音 梁學賢 潘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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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佩瑩 黃悅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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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安慰眾人(哥林多後書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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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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0.00 主日：  $952.20 

差傳： $2,500.00 其他：  $474.00 

合共： $25,446.20  

2019年差傳奉獻累積 $98,61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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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8月份的祈禱會，守望祈禱： 

名稱 日期及主題 時間 地點 

週三 
祈禱會 

 

28/8 (三)主題:永恆、 
              為香港祈禱 

星期三

晚上
8:00 

學校 

地下 
G01室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詩篇 29:10) 

本週經文 



主給我子女名份 

耶和華是創造天與海，迄立渡萬世代， 

耶和華是我王不變改，早晚顧念同在。 

1. 罪裡捆綁可得釋放，痛悔有依傍， 

    冤屈可得伸訴，眼目明亮見曙光。 

2. 遇上禍患可得拯救，欠缺可得眷佑， 

    孤寡可得安慰；破蹩提步遠處走。 

哈利路亞！我稱頌，祢愛我比海深。 

哈利路亞！讚基督救恩，主給我子女名份。 
(JOHN LAUDON 曲，鄧惠欣詞/版權屬新天地出版社) 

主給我子女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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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亞！讚基督救恩，主給我子女名份。 
(JOHN LAUDON 曲，鄧惠欣詞/版權屬新天地出版社) 

願你公義降臨 

神求你喜悅 我們的敬拜 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願我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你 作你看為義的子民 

唯願你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 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他憐恤 受壓的人 

主帳幕在人間 願你公義降臨 

你的國 你的義 你公義降臨 
(曲、詞：方文聰/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有了祢異象 

能在俗世裏面看清祢路向， 

就算風雨飄搖仍堅守理想， 

有了祢異象，視線闊又長， 

突破灰色地帶，明辨真相。 

能在面對壓力全心獻頌唱， 

就算多少艱難仍擔起創傷， 

有了祢異象，未怕窄路長， 

卻要抓緊光陰堅守信仰。 

領受異象尋求真光照亮， 

任世界怎麼變也從未變樣， 

善用祢恩賜，將一生擺上，用愛打破隔膜圍牆。 

領受異象尋求忠心善良， 

願見証主真理我全力向上， 

莫問祢賞賜，將福音分享，為祢收割世上禾場。 
 (列錦基曲詞/詞曲版權屬音樂 2000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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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吃苦開荒 

異象，在被擄絕處，天開降下， 

被召，爍閃光輝，聆聽主的話。 

看見榮美彰顯，卻為罪人釘上十架， 

懸掛恩典降下。 

為道，力竭走崎嶇窄路； 

為義，歷困苦負十架爭戰。 

無法抗拒的恩典，賜盼望，越過困險， 

憑信、回應、被祢差遣 

吃苦開荒、定意、跨步向前， 

熱熾的心告別了冷冰隔膜， 

那懼中傷、仇恨摧毁心志， 

昂首闊步我願遵主意旨！ 

吃苦開荒、共創、築夢敢去闖， 

呈奉這生永不變，同甘苦與共！ 

效法聖賢犧牲，緊靠神導引， 

攜手以信望愛越過障礙，建造未來。 

(曲、詞：蔡君諾/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新祢呈敬拜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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