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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賽 ����-�…………… 眾 立 

頌 讚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粵語)》… 

《祢成就救恩》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獻 詩 …………《以感恩為祭》………… 詩 班 

敬聽主言  

讀 經 ……………  書 ���-���  …………… 眾 立 

講 道 ……………「向前走」…………… 麥惠賢牧師 

  書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以愛奉獻》…………… 主 席 

奉 獻 ……………………………………… 關金銘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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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弟兄姊妹及新來賓參與崇拜， 願神更新心靈，
看見主恩。 

2. 今天崇拜後將舉行月會、堂委選舉及月禱會，請
留步出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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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11、18/11 及
25/11。 

4. 讀經日(6/12)，請於司事枱報名，查詢：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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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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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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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轉化我們的心，面對混亂的世代，堅信神掌管一切。 
�� 求主引領教會群體在社會動盪時，更操練屬靈生命：研讀�

默想神的話、以神的話祈禱、實踐神的話。 
�� 求主憐憫失蹤 �� 港人及其家人，祈禱他們得到公平的審

訊，與家人重聚。 
�� 為全球瘟疫蔓延，失業浪潮來襲，經濟壓力滔天祈禱。（香

港最新失業率增至 ����，創 ��年來新高，失業人口近 ��
萬。） 

�� 為美國總統選舉禱告，求主的公義臨在。 
�� 為患病的肢體及家人祈禱，求主醫治，安慰心靈。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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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悅茵  

司 事 黃其邦 劉芷均 黃強坤 聶明欣 

司 事 長 彭淑嫻 彭淑嫻 

奉獻祈禱 關金銘執事 蔡黃艷芬 

插 花 黃林如玉 余月媚 

主 餐 餅 黃何麗珊 / 

直 播 員 何俊堂、 吳卓軒 潘衡健、梁學賢 

影 音 陳錦扑 鄭志樂 

點算獻金 蔡黃艷芬 黃強坤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兒崇          
-R\IXO�NLGV 

黃何麗珊 余鋒 黃婉娟 張玉芬 袁永良 蔡秋英 

啟 蒙 班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下主日講題： 一個宣教的人 ��羅馬書 ���-��� 

主日獻花：余月媚 

家長英文班  星期二  上午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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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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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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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團契   ��人 

 

崇拜        兒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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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 

祈禱會 

��人  

����人準時�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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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 

佈道隊 

�人 ��人 �人 �人 

   

�人 

少年 

崇拜   

— 

月會 

(堂委選舉) 
執事會會議 

�����������日� ������������六� 

崇拜主席/ 

敬拜隊會議 

�����������日�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箴 29:18） 

● 神的心意，定意藉著堂校合作，教會牧者可以在平日時間進
到學校服事，從各類的聚會，作福音預工。 

● 求神讓弟兄姊妹擁抱異象，接受裝備更新生命，回應呼召，
帶領人一起作主門徒，把基督道理透過崇拜、團契相交、聖
經學習及委身事奉，領人歸主，榮耀神。 

● 兒童事工：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  
為兒童牧養祈禱：更新兒童事工，求主堅定導師們對教導小
朋友真理的熱誠，以愛心和忍耐幫助他們成長。求聖靈引導
我們看重兒童崇拜/啟蒙班，這不是託管服務， 而是傳遞基
督的愛，從小讓人認識真神。我們要較正我們對小朋友認識
福音祈禱。以下經文作提醒。 
「有人帶着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
人。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
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
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於是抱
着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可 10:13-16） 

● 延伸在社區的服事：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
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 4:18-19） 
◆ 透過在學校派飯，關懷探訪工作展開。 
◆ 透過關心社區和出隊佈道，接觸更多生命。 
◆ 看見別人在生命困苦時，我們深深明白，我們既是蒙恩

的罪人，被神所揀選，我們不忍只顧自己，我們要帶領
人歸主。 

◆ 弟兄姊妹，我們要興起來，把傳福音的事成為我們每天
都記掛的事。為自己和別人生命去祈禱。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粵語) 

崇敬並尊貴 屬祢，權柄都歸祢 耶穌。 

永活神 萬有主，這一切 全屬祢。要敬拜祢是王! 

迎候上主 尊貴來臨，期待望見 恩光彰顯。 

震動陶造我心，讓我得復興。 
矢志奉上 為祢的熱情。 

迎候上主 尊貴來臨， 全地跪拜 高舉祢聖名。 

仰望全地至高， 萬國的牧者。 

今我吶喊， 是祢國度來臨。 

張開雙手 主請充滿，恩膏澆灌 降在全地。 
超出所想 超出所聽，傾出一切，尋求只有 祢。 
(曾祥怡曲/7RQ\�/XL�譯詞/版權屬讚美之泉及 &DQWRQK\PQ所有) 

祢成就救恩 

是祢寧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 

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 

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 

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 
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祢是王。 
(Larry Hung 曲/朱浩廉詞，曲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事工所

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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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奉獻 

敬拜與事奉為神心意要一致， 

歌聲飄遠為証主恩可永添， 

過去與現在未嫌天冷怕路遠， 

攜手去同宣告神大愛萬遍！ 

樂意將愛奉獻，甘心化作活祭； 

求突破路途上，衝開綑綁掛牽， 

皆因有祢勵勉，定能跨過每天。 

用信心去實踐，主的教誨未變； 

縱有天或疲倦，都得保守引牽； 
一生以愛奉獻，屬神的心不變。 
(區沛盈曲詞/曲詞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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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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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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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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獻詩：以感恩為祭 

主，為祢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 

由泥內生機，到變幻天氣，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為祢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 

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祢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祢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做祢聖潔國度人民。 

主，為祢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 

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內裡有祢愛念呈現。 

主，為祢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 

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的安排往往多新意，祢有豐賞，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神呀！祢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周小恩曲/詞，曲詞版權屬音樂 2000 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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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祢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祢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做祢聖潔國度人民。 

主，為祢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 

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內裡有祢愛念呈現。 

主，為祢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 

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的安排往往多新意，祢有豐賞，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神呀！祢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周小恩曲/詞，曲詞版權屬音樂 2000 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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