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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 詩 ������ …………… 眾 立 

祈 禱 ……………………………………… 主 席 

詩歌及信息分享………………………………… Etern ity 

香港流行福音組合 

奉 獻 ……………………………………… 主 席 

家事分享 ……………………………………… 李嘉璐傳道 

主 禱 文 ……………………………………… 李嘉璐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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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一些溫馨提示，盼能幫助大家尊崇神，投入敬

拜。 

$��預備心靈敬拜主 
● 崇拜前 ��分鐘，請預備好器材(手提電話/電腦)

參與早上 ��時開始的直播崇拜。 

● 請穿著合宜衣服，在安靜的房間內，預備心靈進

入崇拜。 

● 請關掉手機或其他電子響鬧裝置或 ZKDWVDSS�
ZHFKDW等訊息提示。 

● 網頁的「崇拜資料」中預先下載程序表，並預備

聖經或紙筆等，寫下講道回應，幫助大家在崇拜

中保持專注。 

● 請預先告知家人在參與崇拜期間不要打擾。 

● 可邀請家人�子一同參與或預先安排小朋友的照

顧。 

● 每逢第二主日守主餐，請預備餅和杯。可事前聯

絡同工取主餐套裝或自製無酵餅�原味梳打餅、

無氣提子汁�水。 

%��崇拜進行時 
● 請大家崇拜時，如在禮堂時同樣地專心 (如避免

走動，不進食，不談話，坐姿合宜等)。 

● 請跟隨崇拜程序，一同禱告，一同唱詩，一同讀

經，一同聽主道，一同領受祝福，一同實踐。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祂，因

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祂。」 

(和修本ũ約翰福音 ����� 

在疫情下，我們更珍惜有實體的崇拜，經驗人與

人之間真實的相交和基督裡的合一。雖然我們分散在

不同地方，但藉網上參與崇拜，仍要存真誠敬畏的心

同心敬拜神，努力踐行聖徒相通。求主幫助，讓疫情

受控，我們能盡快回到正常的崇拜方式，彼此互勉。 

 

�� 我們宣告耶穌基督是世人的救主和生命的

主，記念主基督降生，並祂會再來的盼望。 

�� 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祈禱守望：醫護、病患

者、政府措施、失業、死亡等。 

�� 為香港社會的動盪祈禱。 

�� 為患病肢體及家人祈禱。 

�� 為聖誕節崇拜 (�������祈禱。 

�� 凡事感恩，說造就人的話，多禱告建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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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KXN�<XHQ�%DSWLVW�&KXUFK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李嘉璐傳道 張嘉明堂委 

講 員 林國彬牧師 

司 琴 蔡信行/李嘉璐傳道 

敬 拜 隊 潘楊佩慧 蔡創仁執事 

司 事 / / 

司 事 長 / / 

奉獻祈禱 / / 

插 花 / / 

主 餐 餅 / / 

直 播 員 陳錦扑 劉鳳怡、鄭志樂 

影 音 梁學賢 潘衡健 

點算獻金 / / 

兒崇          
-R\IXO�NLGV / / 

啟 蒙 班 / / 

下主日講題：夢想與眼淚 �詩篇 ����篇�  

主日獻花：暫停 

Eternity  

香港流行福音組合            

 

崇拜        兒崇 
-R\IXO��.LGV 

啟蒙班 讀經日 
週三 

祈禱會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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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組 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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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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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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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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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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的奉獻，請用以下方法： 

1. 轉帳到竹園浸信會中國銀行戶口： 

���-���-�-������-�，存入奉獻後請務必把入數紙/

記錄於 7天內給教會辦理。 

2. 親臨教會辦公室遞交支票/現金：請先致電教會同

工接待，並交收清楚。 

3. 郵寄支票/入數紙到教會辦公室：黃大仙翠竹街 8

號翠竹商場 4 樓 402 室 

注意事項: 

● 支票抬頭：竹園浸信會/ &KXN�<XHQ�%DSWLVW�&KXUFK 
● 任何奉獻方法都需提供：「奉獻者姓名」、「入數

日期」、「奉獻項目及金額」 
● 教會電郵: cybc@cybc.org.hk   

小六升中預備班 星期六�� 下午 ����-���� �人 

1. 歡迎新來賓及弟兄姊妹參與崇拜，願神祝福你

和你的家人。 

2. 敬謝 ETERNITY 香港流行福音組合主領今天的

崇拜。 

3. 因疫情嚴峻，崇拜以網上直播進行， 請於主日

早上 10 時登入教會網頁 www.cybc.org.hk，按

崇拜直播連結一同參與。   

4. 崇拜部/傳道部: 

A. 聖誕節崇拜： 25/12（五）早上 10 時網上

直播 

B. 25/12 崇拜後，在竹園區內探訪/派發福音

單張及小禮物。稍後通知已報名參與的弟

兄姊妹分工安排。（註：會視乎疫情進展安

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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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認獻表或須要交表，可聯絡玉

芬姊妹。截止認獻日期:13/12/2020 

6. 逢週三晚上 8時舉行網上祈禱會， 鼓勵弟兄

姊妹同心守望祈禱。 

7. 今天崇拜後將會舉行視像(ZOOM)月會及祈

禱會，月會議程及視像連結已透過電郵給會

友，請按時參與。其他沒有選用電郵收資訊的會

友，如未收到資訊/參與是次月會辦法，請與麥

牧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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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ERNITY》 

原來世間遮掩不了意思  無窮無盡生機裡真意  

察覺到 神創造人的心意  真美善的旨意 

尋求每顆種籽裡意思  探索遠方星光裡真摯  
這答案 神愛長存永不終止  (7(51,7< 
（永恆音樂事工(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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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 

細細個和老師開始 哼一哼聖詩 聖誕假從那天就似  

多一點意思幾句的老土歌詞 永遠白雪小天使  

開心些 讓愛多一些 無用太過猶豫 聖誕像兒時 

開開心心天天真真最有意思 

千百萬人在全地慶生 在傳頌愛的福音  

誰都是貴賓 在這派對裡超級興奮 

放下怨恨或鬥爭 佳節中有種天真 狂歡 又重生  

誰亦會變聖誕老人 鹿車載著雪人 分分小禮品 是愛心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Let earth receive her King;  

Let every heart prepare Him room,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And Heaven,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O Come All Ye Faithful, Joyful and triumphant,  

O come ye, O come ye to Bethlehem.  
Come and behold Him, Born the King of Angels;  
O come, let us adore Him,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細細個和老師開始 哼一哼聖詩 聖誕假從那天就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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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怨恨或鬥爭 佳節中有種天真 狂歡 又重生  
誰亦會變聖誕老人 鹿車載著雪人 分分小禮品 與樂韻 
（英皇娛樂(香港)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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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心聲》 

難分真與假 人面多險詐 幾許有共享榮華 簷畔水滴不分差 
無知井裡蛙 徒望添聲價 空得意目光如麻 誰料金屋變敗瓦 
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強求 
雷聲風雨打 何用多驚怕 
心公正白璧無瑕 行善積德最樂也 
人比海裡沙 毋用多牽掛 君可見漫天落霞 名利息間似霧化 
（寶麗金唱片有限公司)  

 

《祝君好》 

寧願沒擁抱共你可到老 
任由你來去自如在我心底仍愛慕 
如若碰到 他比我好 
只望停在遠處 祝君安好 
雖不可親口細訴 
 
寧願沒擁抱共你能夠終老 
任由你來去自如在我心底仍愛慕 
如若碰到 他比我好 
只望停在遠處 祝君安好 
多麼想親口細訴 
（新藝寶唱片有限公司)  

 

《新不了情》 

心若倦了 淚也乾了 
這份深情難捨難了 
曾經擁有 天荒地老 
已不見你暮暮與朝朝 
  
這一份情 永遠難了 
願來生還能再度擁抱 
愛一個人 如何廝守到老 
怎樣面對一切我不知道 
  
回憶過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為何你還來撥動我心跳 
愛你怎麼能了 
今夜的你應該明暸 
緣難了 情難了  
（滾石唱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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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石唱片公司)  



《一生何求》 

冷暖那可休 回頭多少個秋 

尋遍了卻偏失去 未盼卻在手 

我得到沒有 沒法解釋得失錯漏 

剛剛聽到望到便更改 不知那裡追究 

  

一生何求 常判決放棄與擁有 

耗盡我這一生 觸不到已跑開 

一生何求 迷惘裡永遠看不透 

沒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香港華納唱片有限公司)  

 

 

《愛是不保留》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 哪裡會有愛沒盡頭 

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 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 碰到了你已無別求 

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 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 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 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 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 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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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奇跡》 

哭出的眼淚 讓我過去過不去 
漆黑中粉碎 最後誰為我應許 
不知怎算 無言共對 
心卻在說 前行沒有禁區 

如果還有願望 用我一生追趕 
累透了撲空了 前路也不敢看 
難行下去 靜候記起 你雙手堅壯 
風雨後晴朗 可以用明天交給你盛放 

不知的結局 盡計算也看不到 
心中的恐怖 竭力遺下卻不倒 
真心禱告 無言盡訴 
心裡面說 前行便有更好 

如果還有願望 用我一生追趕 
累透了撲空了 前路也不敢看 
難行下去 靜候記起 你雙手堅壯 
風雨後晴朗 可以用明天交給你盛放 

迷路了心裡困惑迷茫 
而地厚天高怎到訪 
不知道前進有多遠 心中有時也會不安 
明白了這刻得你到來伴我走 像曙光 ZRR 

留低難免失望 盡我的心追趕 
累透了撲空了 攜著我手走一趟 
沿途為我 默默抱起 你雙手不放 
足印回頭看 怎會從來得一雙這樣愛 

當世事圓缺 足印從回首顯得更耐看 
（永恆音樂事工(香港)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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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你》 

思念你 沒忘記 當日你 獨自離家 
你充滿自信 披風雨獨闖 永不會後悔 你倔強的說 

想念你 仍懷念你 希望你能回家 
我深愛著你 當你失意地哭 

你可叫喚我 我定會親你 你莫痛悲 

每天地球在轉 天光與天黑 關心你靜看你 如何笑或流淚 

是誰負你 因此覺渺小 知否我極愛你 全意守望你 

思念你 熱愛從未變 希望你能回家 
（永恆音樂事工(香港)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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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步伐是否感覺疲倦了 現實令你感到無奈 
只懂每日每夜忙碌裡 兜兜轉轉 似沒了沒完 

但願讓你知道 神是愛 在路上每一秒同在 
可否接受這份純真愛 一生歡欣 快樂精彩 

回家 將傷痛放下 看透俗世謊話 
迷失漆黑中 祂總把你念掛 

回家 即使新世代 全然皆冰冷 
在這屋裡 有主的愛 別再怕 

在這屋裡 有主的愛 不要害怕 
（永恆音樂事工(香港)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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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回家》 

若又在日落大道途上跑累了 
輕輕鬆開雙手漸緩慢你的不安心跳 
家  冬天也是暖滿載希望 
流浪世俗裡 剩了虛空或痛傷 回家總不會路遠 
 
上帝的恩手依然從不改變 恩典一如晨光美善    
試試看看愛裡是無懼挑戰 夏季至深秋飄來微風不變 
說愛你從來未變 在這屋的門前等 家亮著光線    
 
若又在寂靜夜被忙亂拖累了  
輕輕寬開衣襟並回望你的初心一秒 
家  廳中蓋著你暖暖的湯 
流浪世俗裡 剩了虛空或痛傷 幸福總不太遙遠 
 
上帝的恩手依然從不改變 恩典一如晨光美善    
試試看看愛裡是無懼挑戰 夏季至深秋飄來微風不變 
說愛你從來未變 在這屋的門前等 家亮著光線     
 
願你可於低谷時來呼一下 
（回家 迷失漆黑中 祂總把你念掛） 
傾出心靈和祂對話 試試看看愛也是原諒不怕 
夏季至深秋依然陽光熣燦 
（回家 即使新世代  全然皆冰冷） 
說愛你從來未晚 在這屋不存門栓 家就是可盼     
 
就這一刻前來   今日亦不晚 
（永恆音樂事工(香港)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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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icate my all 》 

念往昔過去 歷遍幾番風波起跌 問如何進退 

聽主的聲音 放開千億思緒 我不再疑慮 

愁懷盡去 歡欣湧心裡 

 

雲霧已散去 望遠方清楚今不再 問如何進退 

靠主的恩典放開一切思緒 我盡洗掛慮 

憑祢應許 努力進取 

 

And I will dedicate my all 

(Lord now I dedicate my all) 

容我天天緊握主心意 分享基督捨身的愛 

一生都不變改 

 

And I will dedicate my all 

(And now I dedicate my all) 

無畏艱辛要窄路走過 不計較得失 

衝開困惑難阻 

不怕痛楚 拋棄自我 祢引導扶助 

I will dedicate my all 

(Now I dedicate my all) 

 

風霜再多 一生也為祢 祢引導扶助 

全然今拋棄自我 

My all I will give my all 

（永恆音樂事工(香港)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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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will dedicate my all 

(And now I dedicate my all) 

無畏艱辛要窄路走過 不計較得失 

衝開困惑難阻 

不怕痛楚 拋棄自我 祢引導扶助 

I will dedicate my all 

(Now I dedicate my all) 

 

風霜再多 一生也為祢 祢引導扶助 

全然今拋棄自我 

My all I will give my all 

（永恆音樂事工(香港)有限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