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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浸信會 �ŚƵŬ�zƵĞŶ��ĂƉƟƐƚ��ŚƵƌĐ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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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 116:17……………… 眾 立 

頌 讚 …………《萬有都歸祢》…………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天父上主》……………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太 22:15-22 ；羅 13:1-7…… 眾 立 

講 道 …………「誰是主？」…………… 劉振鵬牧師 

 太 22:15-22 ；羅 13:1-7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願祢公義降臨》………… 主 席 

奉 獻 ………………………………………… 黃 強 坤 

家事分享 ………………………………………… 麥惠賢牧師 

祝 福 ………………………………………… 劉振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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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各位弟兄姊妹及朋友，願神的話語激勵你！

歡迎你參與崇拜。 

2. 敬謝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基督教倫理）助理

教授劉振鵬牧師蒞臨證道。 

3. 今天開始恢復實體崇拜，實體及網上崇拜同步進

行。崇拜後各團契聚會恢復。 

4. 兒崇及啟蒙班將於下主日(11/10)恢復，青少年聚會

已在星期六恢復。 

5. 週三祈禱會將於 7/10 恢復， 晚上 8 時在地下 G01

室進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同心祈禱。 

6. 堂委選舉提名：將於下主日(11/10)截止提名， 

詳情細則請參閱報告板，求主引領感動弟兄姊妹回

應主的呼召，委身教會事奉主。如欲查詢及取/交提

名表，請聯絡/填妥提名表後請交給麥牧師。 

7. 辦公室租約將於年底約滿，求主保守續租事宜。 

8. 今天下午 2 時舉行聯席視像會議，請各聯席成員

準時出席。另外，歡迎本會會友/恆常參加本會崇拜

的弟兄姊妹於下午 3 時列席會議(可視像或於

G01/G02 出席需預先報名)，了解有關天虹小學將

於 2024 年重置校舍對教會的影響。 

9. 原定 11/10 舉行的月會，現改為 8/11 舉行。 

10. 請大家保持學校地方清潔衛生，教會已備有清潔消

毒噴霧供給大家使用；聚會後，請確保禮堂或課

室窗戶關上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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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會議  司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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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        兒崇 

-R\IXO��.LGV 
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 

祈禱會 

��人次 — — — 

 

約書亞團 活水團  保羅團 

金齡組 查經班 
喜樂組 

媽媽組 

火腩組 

弟兄組 

同行組 

姊妹組 

爸媽 

小組 
職青 

— �人 �人 �人 ��人 — �人 

 

提摩太團 

大專 

提摩太興趣 

成長小組 

      初中  

 我是主的牛 

中學生  

導師祈禱   

 

— ��人 �人  

   

— 

家長英文班  上午 ����-����� —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上午 ����-����� — 

家長祈禱會 上午 ����-���� — 

家長加油站  上午 ����-�����  — 

-R\IXO�.LGV�學生團契 下午 ����-���� — 

學生祈禱會  — 

聖經課 早上 — 

讚美操  上午 ����-����� — 

惜食堂 下午 ����-���� —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二至五 

星期四 

星期二至四��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三 

星期一至五 

小六升中預備班 星期六�� 下午 ����-���� �人 

 

「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
憐恤。」                (箴 28:13) 

 

1. 為香港 

A. 為因著疫情引致家庭收入受影響的人禱告，求主

給他們有工作及有收入的生活，以解生活的困

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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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教會 

A. 為弟兄姊妹感恩，願意付出愛心與行動，關顧鄰

舍，榮耀神。 

B. 為天虹小學重置校舍，預計 2024 年遷到啟德祈

禱，對教會未來 5年的準備，求主賜給我們謙卑

倚靠主的心，求主帶領。 

C. 求主堅固我們不被外在環境影響讀經及祈禱的

心。 

D. 為近年社會事件對弟兄姊妹生命的影響祈禱，求

主教導以真道活出生命，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中，

彼此同心守望信仰的實踐。 

3. 為學校及社區 

A. 為全港學校復課祈禱，求主保守師生防疫意識都

不鬆懈， 學生們有受教的心，並賜老師們得力教

導和關心學生的需要。 

B. 在社區中，特別為長者祈禱，他們在疫情下，需

要更多關愛和支援。 

&� 惜食堂於5/10恢復派飯，為教會關顧領飯的老友

記/朋友祈禱，求主使用弟兄姊妹的服事，不單派

飯，更會探訪關懷，以身、心、社、靈的全人關

懷行動祈禱。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蔡創仁執事 施曉珊堂委 

講 員 劉振鵬牧師 麥惠賢牧師 

司 琴 伍張玉芬 何嘉敏 

敬 拜 隊 黃悅茵 劉鳳怡  詩班  

司 事 潘俊偉 蔡秋英 梁學賢 朱謝秀英 

司 事 長 黃何麗珊 黃何麗珊 

奉獻祈禱 黃強坤 陳耀光執事 

插 花 余月媚 黃林如玉 

主 餐 餅 / 龐郭潤芬 

直 播 員 潘衡健 吳卓軒 

影 音 梁學賢、陳錦扑 何俊堂 

點算獻金 龐郭潤芬 楊佩瑩 張慧賢堂委 林綺媚 

兒崇          
-R\IXO�NLGV 

/ 吳卓軒 曹祖祥 黃芝婷 

啟 蒙 班 / 蔡黃艷芬 

下主日講題：跟耶穌 學洗腳 �約 ����-��� 

主日獻花：許丁喜卿、許嘉豪夫婦 

堂費：   

差傳：   

合共：   

����年差傳奉獻累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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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萬有都歸祢 

祢是榮耀 至美尊崇 萬有都歸於祢名下 

配受傳頌 至偉至聖尊貴  

願讚揚 獨有主美善的真諦 

齊向祢舉手傳揚 神的犧牲與十架  

同頌祢深厚大愛 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 

原是祢恩典降臨 眾山海都震撼呼應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張樺曲詞/曲詞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獲准使用)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主 祢是我亮光 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 祢是尊貴 祢是可畏 是我的高臺 

主 祢是我牧者 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 祢是拯救祢是寬恕 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 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 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 獲釋放 祢國要彰顯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 順服祢訓示 盡情地 獻上 作活祭 

(Worship Nations Limited 版權所有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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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上主 

天父上主厚愛深恩，救贖我心除掉恐懼。 

奉上愛子抹走愁困，因祢盡傾愛。 

因祢苦杯流血滴下，湧溢我心塗抹過犯。 

淚眼滿眶竟得憐憫，因祢耶穌。 

惟祢用寶血，來買贖拯救， 

能得祢深恩存入我心。 

惟我父尊貴，無法被取替， 

願將我的一生來讚頌榮耀主。 

(Word & Music ： Andre Hermanto，粵譯：李業軍/支持

Cantonhymn 恢復粵語詩歌拜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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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公義降臨 

神求祢喜悅 我們的敬拜 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願我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祢 作祢看為義的子民 

唯願祢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 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 祂憐恤 受壓的人 主帳幕在人間 

唯願祢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 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 祂憐恤 受壓的人 願祢公義降臨 

祢的國 祢的義 祢公義降臨 

祢的國 祢的義 祢公義降臨 

祢的國 祢的義 祢公義降臨 

(Worship Nations Limited 版權所有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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