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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浸信會 �ŚƵŬ�zƵĞŶ��ĂƉƟƐƚ��ŚƵƌĐŚ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 ������……………… 眾 立 

頌 讚 …………《我要一心稱謝祢》……… 

《不要憂慮》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起初的愛》……………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  啟 ���-�……………… 眾 立 

講 道 …………「尋回起初的愛」……… 廖金源牧師 

 啟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起初的愛》…………… 主 席 

奉 獻 ……………………………………… 伍 張 玉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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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來賓參與崇拜，願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2. 敬謝環球聖經公會香港總幹事廖金源牧師蒞臨證道。 
3. 凡有意於 2021 年受浸加入教會或轉會的弟兄姊妹，請聯

絡麥牧師。參加浸禮的資格如下： 
A. 須真心悔改信主耶穌為救主及生命的主 
B. 願意參加成長班及浸禮班，進一步明白真理，了解加入

教會的意義及責任。 
4. 2021 年堂慶孩童奉獻禮(10/1)：歡迎聯絡麥牧師報名。

如獲接納此禮儀的父母，須參與一次特備課程。 請留意以
下參加資格： 
A. 父母均受浸為基督徒，其中一方為本會會友 
B. 父母有心志以神話語教導子女成長 

5. 囍：蒙神的恩典，施曉珊姊妹和陳家豪弟兄謹訂於主曆
2020 年 12 月 5 日(六)下午 1:30 假鑽石山浸信會舉行結婚
典禮。 受疫情影響，新人抱歉未能邀請弟兄姊妹到現場觀
禮，但會以 facebook 直播，讓大家同證主恩。 

6. 教育部推動各位參加讀經日(6/12)，請於司事枱填寫報
名表，鼓勵參加者先閱讀以下經文。  
主題：朝聖之旅─閱讀「上行之詩」（詩 120-134） 
時間：下午 2:30-5:30    地點：天虹小學禮堂 
主領：佘慶基博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7. 崇拜部: 
A. 為配合聖誕節福音主日(13/12)的流程安排，12 月份主

餐主日將改於 6/12 舉行。 
B. 聖誕節福音主日（13/12）早上 10 時於天虹禮堂舉行。
主題：「聖誕真光」，主領： ETERNITY(香港流行福音
組合)。鼓勵弟兄姊妹邀請未信者赴會。 

C. 本年取消平安夜崇拜及報佳音。 
D. 聖誕節崇拜： 25/12（五）早上 10 時於天虹禮堂舉行 
E. 25/12 崇拜後，在竹園區內探訪/派發福音單張及小禮

物。現招募 30位事奉者(請在司事枱填報名表)，另需募
集 2000 元以便購買禮物送給探訪對象(將會在 29/11 及
6/12 崇拜中收取特別奉獻)。 

F. 2021 鮮花奉獻表已放在司事枱給弟兄姊妹填寫，各位
可以個人、家庭、團契等不同單位， 向神表達感謝和帶
領，每次奉獻最少 150 元。請盡量於 13/12 或以前填
寫所選日子。 

8. 逢週三晚上 8時於學校 G01 室舉行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
同心守望祈禱。 

9. 傳道部： 2021 年差傳信心認獻目標： HK$140,000， 呼籲
弟兄姊妹在十一奉獻給教會外，獻上信心的認獻，認獻表
（支持 7個機構）可於司事枱索取，填妥表格後請放入認獻
箱。截止認獻日期:13/12/2020。今天介紹香港學園傳道會
(許少權弟兄)及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余鋒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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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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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余鋒 蔡創仁執事 

講 員 廖金源牧師 麥惠賢牧師 

司 琴 蔡信行/李嘉璐傳道 伍張玉芬 

敬 拜 隊 黃悅茵  林綺媚 劉鳳怡  

司 事 余月媚 陳黃銘炘 黃其邦 黃何麗珊 

司 事 長 彭淑嫻 何俊堂 

奉獻祈禱 伍張玉芬 張慧賢堂委 

插 花 黎美思 黃林如玉 

主 餐 餅 / 龐郭潤芬 

直 播 員 劉鳳怡 潘衡健 

影 音 梁學賢 鄭志樂 

點算獻金 龐郭潤芬 楊佩瑩 龐郭潤芬 楊佩瑩 

兒崇          
-R\IXO�NLGV 

楊佩瑩 黃婉蓮 劉芷均 
李嘉璐傳道  
蔡秋英 黃婉娟 

啟 蒙 班 龐郭潤芬 蔡黃艷芬 

下主日講題：作個敬虔的見證人 ��路 ����-��� 

主日獻花：麥惠賢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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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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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祈禱會   —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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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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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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團 

大專 

提摩太興趣 

成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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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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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教導我們在混亂世代中，以真理和愛活現基督信
仰。 

�� 為患病肢體及家人祈禱，求主醫治，賜下信心。 

�� 為迎接聖誕節來臨，記念耶穌基督降生拯救世人祈禱。 

�� 為弟兄姊妹積極邀約未信者參與福音主日(������、聚
會中的詩歌敬拜、信息和呼召傳遞及疫情能緩和祈
禱。 

�� 為政府的施政及掌權者守望。 

�� 因油麻地大火而死亡或受傷者祈禱，求主的安慰和憐
憫臨到。 

�� 面對今年疫情及經濟問題，身心靈疲倦困擾，求主施
恩。 

�� 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變化不穩，累計全球已有約 ���萬
人死亡(其中香港有 ���人死亡)，約 ����多萬人確診
及 ����多萬人已治癒。禱告記念世界各國政府實施的
應變措施，盼能有效穩定疫情。(資料: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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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心稱謝祢 

我要一心稱謝祢，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為祢慈愛和誠實稱讚祢名。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因祢慈愛永遠長存。 

我雖行在困苦患難中，祢應許必將我救活。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因祢的名大有榮耀。 

我呼求時祢必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裡有能力。 

祢必成全關乎我的事，祢必不離棄祢手所創造的。 

(游智婷詞、曾祥怡曲，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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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憂慮 

天空飛鳥，不收不種，你天父尚且養活牠， 

野地清草，田園百合，露水般短暫，祂都悉心妝飾， 

難道你不比鳥兒珍貴，愁慮哪可使你的歳月變多， 

難道你一生，就是這樣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義， 

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可夠了。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義， 

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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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愛 

從何時世界失落了 起初的愛 

願意彼此扶持 分擔同行 建立和平 

國與國之間 戰爭不停  

遍地饑荒 心靈枯萎 是祢仍掌管亂世 

來洗濯 要自潔 除掉惡行  

求真理 尋公平 引導人群 

為寡婦辨屈 學習憐憫 讓孤兒伸冤解困 

看似黑暗掌權 仍緊靠基督真光 

雖看不見也不要失去盼望 

要高舉祢 傳救恩到遠方 

為城市 復興禱告 求祢垂聽 

同來回轉 因祢已施恩 

應許與我們同往 到永遠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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