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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 ����……………… 眾 立 

頌 讚 …………《全能父上帝》………… 

《祢信實何廣大》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耶和華是愛》…………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 約 ����-�� …………… 眾 立 

講 道 ………「跟耶穌 學洗腳」……… 麥惠賢牧師 

  約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以愛還愛》…………… 主 席 

奉 獻 ……………………………………… 陳耀光執事 

主 餐 ……………………………………… 麥惠賢牧師 

年 題 詩 …………《願我為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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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 問 牧 師 ：   梁志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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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神學生：   江德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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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及朋友，願神的話語賜你們悟性
明白真道！歡迎你參與崇拜。 

2. 今天崇拜後舉行祈禱會，請留步參與，仰賴主的引

導。 

3. 週三祈禱會： 10 月 14、21 及 28 日，晚上 8時於

學校 G01 室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同心守望祈禱。 

4. 堂委選舉提名今天截止，請把提名表直接交給

麥牧師。 

5. 有關天虹小學將於 2024 年重置校舍對教會的影響，
上主日已有 20 多位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及聆聽，請禱
告為念，教會將會按時更新資訊。 

6. 請大家保持學校地方清潔、衛生，聚會後，請還原使
用場地及檢查是否關上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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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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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的牛 

中學生   

 

�人 ��人 �人  

   

— 

少年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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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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 

家長加油站  星期四 上午 ����-�����  — 

小六升中預備班 星期六�� 下午 ����-���� �人 

-R\IXO�.LGV�學生團契 星期二至四�� 下午 ����-���� — 

學生祈禱會   ��人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 —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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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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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和讀經，與主親近。 

�� 為天虹小學重置校舍，預計 ����年遷到啟德祈禱，對
教會未來 �年的準備，求主賜智慧商討。 

�� 為劉芷均姊妹現正於香港短宣中心修讀全時間佈道課
程，求主加力，賜她健康身體和活潑靈性。 

�� 為弟兄姊妹感恩，願意關心鄰舍，施予一些防疫物資、
米、罐頭或禮劵給有需要人士。 

�� 辦公室租約將於年底約滿，求主帶領續租事宜。 

�� 為身體軟弱肢體祈禱，求主醫治，堅固信心。 

�� 求主保守香港的司法制度能保持獨立，讓宗教、新聞及
言論等各方面的自由得以維持。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施曉珊堂委 余鋒 

講 員 麥惠賢牧師 李嘉璐傳道 

司 琴 何嘉敏 吳卓軒 

敬 拜 隊 詩班     黃婉蓮  

司 事 梁學賢 黃林如玉 曹祖祥 朱謝秀英 

司 事 長 黃何麗珊 黃何麗珊 

奉獻祈禱 陳耀光執事 潘衡健 

插 花 黃林如玉 黎美思 

主 餐 餅 龐郭潤芬 / 

直 播 員 吳卓軒 劉鳳怡 

影 音 鄭志樂 梁學賢、陳錦扑 

點算獻金 張慧賢堂委 林綺媚 潘顯兆執事 黃強坤 

兒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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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璐傳道 曹祖祥  
黃芝婷 

張玉芬 楊佩瑩 黃婉娟 

啟 蒙 班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下主日講題： 
敬拜的盼望：神的帳幕在人間 �啟示錄 ����-�� 

主日獻花：蔡創仁夫婦、林綺媚 

 

�� 區內多長者，不少是獨居 
V 求主在疫情反覆不定中保

護長者健康免受感染，願
主看顧供應他們的需要，
鄰舍間能互相照應。 

V 願更多竹園區長者認識福
音，認識神得著救恩。 

�� 區內社區服務機構 
V 願主使用社區機構，

幫助和照顧長者減輕
生活上的負擔和壓
力，在疫情下供應防
疫用品及食物給有需
要的街坊。 

V 願主祝福社區機構照顧有特別需要的群體，如新
移民、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等。 

�� 區內有不少偶像廟宇 
V 求主憐憫饒恕人拜偶像而

不願意尋求真神的罪，讓人
的心能知罪悔改，回轉歸向
基督。 

V 求主興起竹園區教會讓人
認識福音，相信基督棄絕一
切偶像崇拜。  



全能父上帝 

全能父上帝，晝夜掌管天地萬邦。 

全能父上帝，晝夜掌管天地一切。 

萬國也讚美主，光輝普照在世間， 

我要敬拜祂屈膝稱讚上帝恩， 

要讓全地歡騰榮耀主，國度全屬祢。 
 (鄒立基編曲/曲詞版權屬迎欣所有，獲准使用) 

祢信實何廣大 

祢信實何廣大 聖天父真神 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  

祢永世不改變 滿有憐憫恩 昔在今在永在 我主我神  

春夏秋冬循環 栽種又收成 日月星辰時刻循環運行  

天地宇宙萬物 皆同作見證 述說我主信實 慈愛永恒  

祢赦免我罪愆 賜我永平安 祢常與我偕行 安慰扶持  

求賜今天力量 明天的盼望 祢所賜我恩惠 豐厚無限  

祢信實何廣大 祢信實何廣大 清晨復清晨 主愛日更新  

我一切所需用 祢都已預備 祢信實何廣大 顯在我身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蒙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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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愛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神令我醒察心中的幽暗，共同渡每一天。 

耶和華是愛，在困境中祂保守引牽； 

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在危難也不會變。 

在世間主恩與共，祂的愛存在常無盡； 

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共同渡此世。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裡，在危難也不會變。 
(版權屬永恆音樂事工(香港)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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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還愛 

賜下祢恩光，照亮我心房， 

不會再驚慌為祢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靠在祢身旁，  

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呼喊的祢都親手撫摸，  

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  

主祢當得敬拜讚美，祢恩典覆蓋這地， 

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祢起， 

榮耀頌讚歸與祢，讚美祢關心親切細膩，  

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  

(何維健曲、盧淑儀詞，版權屬撒種音樂事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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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題詩：願我為主活  

1. 願我為主活 歷真意每天 一切手所作 願蒙主悅納 

 願放下己意 甘欣然順服 蒙福的旅程 我天天走上 

2. 願我為主活 主甘為我死 釘身於苦架 背罪污羞恥

是這樣的愛 喚我降服主 寧跟主牽引 獻給祂一切 

3. 願我為主活 在世每一天 心最想得到 是蒙祂欣喜 

助軟弱心靈 到主裡安息 尋找失喪羊 因祂施拯救 

全然將身心給祢 獻予基督恩主 

祢受死把我救贖 甘犧牲寧捨己 

唯求恩主居心裡 完全執掌管理 
立志奉獻每天為祢 基督 只全為祢 
(版權屬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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