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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 107:9……………… 眾 立 

頌 讚 …………《耶和華我的神》………… 

《耶和華以勒》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但以理書 1:1-21………… 眾 立 

講 道 ……………傲骨錚錚…………… 梁志強牧師 

 但以理書 1:1-21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因著信》…………… 主 席 

奉 獻 ……………………………………… 潘 楊 佩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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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20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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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竹園浸信會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天虹小學事工人數  

家長英文班  上午 8:30-10:00 — 星期二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上午 9:00-10:30 — 星期四 

家長祈禱會 上午 8:20-9:00 — 星期二至五 

家長加油站  上午 8:30-10:00  — 星期四 

Joyful Kids 學生團契 下午 3:30-4:30 — 星期二至四   

學生祈禱會  —  

聖經課 早上 — 星期一至五   

讚美操  上午 8:30-10:00 — 星期三 

惜食堂 下午 5:30-6:30 — 星期一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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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 2322  網頁： www.cybc.org.hk 

聚會地址：竹園南邨浸信會天虹小學 

上週聚會人數 

早一 

崇拜      

崇拜      兒崇 
Joyful Kids 

月禱會 週三 

祈禱會 

— 62 人 
(44 人準時) 

7 人 — — 

 
 

約書亞團 活水團  保羅團 

金齡組 喜樂組 
媽媽組 

火腩組+同行組 
弟兄組    姊妹組 

爸媽小組 大專至初職 

5 人 — 13 人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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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請各位肢體必須注意

個人衛生。 

● 鼓勵你自備口罩參與崇拜，進入聚會地點前

先洗手。 

● 遇上身體不適，盡快就診及考慮情況留在家

中敬拜禱告和休息。 

● 離開聚會時， 敬請帶走你用過的紙巾及口

罩，掉進垃圾桶。 

2.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崇拜照常，並留意以

下聚會安排： 

● 2/2、9/2 及 16/2 兒崇及啟蒙班取消 

● 8/2、15/2 少年團契取消 

● 5/2、12/2 週三祈禱會取消 

● 2/2 聯席會議取消 

3. 下主日(9/2)崇拜後將舉行月會及月禱會,月會議

程已經電郵通知/派發,如有查詢可向玉芬姊妹聯

絡。 

4. 教育部舉辦培靈會,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

詳情如下: 

● 講員：黃福光博士   主題：在動盪中的事奉 

● 培靈會： 29/2 (六) 晚上 8:00 

不羈的超級英雄 (士 13:1-5)  

● 崇拜培靈主日： 1/3 (日) 上午 10:00 

簡樸的領袖 (士 1:10-15, 3:7-10)  

● 地點: 浸信會天虹小學一樓禮堂 



主日獻花：楊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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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奉獻抬頭「竹園浸信會」或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守望祈禱  

1. 求聖靈教導我們真理，活出基督的生命。 

2. 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祈禱，求主拯救醫治受感

染的生命。求主賜下平安，使疫情受控。 

3. 為受苦/病患的心靈祈禱，不論因天災、人禍、政治、

社會等等受影響的，求主安慰憐憫。 

● 以敬拜及神的話為香港及教會禱告，鼓勵弟兄姊
妹一起禱告： 

本週經文 
 

   ————————————————— 

 

   ————————————————— 

    

   ————————————————— 

 

   ————————————————— 

 

   ————————————————— 

 

   ————————————————— 

    

   ————————————————— 

 

   ————————————————— 

 

   ————————————————— 

 

   ————————————————— 

 

   ————————————————— 

 

   ————————————————— 

上週主日獻金 

堂費：   $ 26,400.00  $1,171.00 主日：  

差傳：   $300.00  $ 840.00 其他：  

合共：   $ 28,711.00   

2020 年差傳奉獻累積 18,000.00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求告他。惡

人當離棄自己的道 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 歸向

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他； 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神必

廣行赦免。        (以賽亞書 55:6-7）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週三祈禱會 19/2、26/2 晚上 8:00 G01 室 

月禱會 9/2 月會後 禮堂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潘顯兆執事 潘楊佩慧 

講員 梁志強牧師 麥惠賢牧師 

司琴 張慧賢堂委 何嘉敏 

敬拜隊 林綺媚 劉鳳怡 詩班  

司事 何俊堂 余月媚 潘衡健 彭葉玉梅 

司事長 黃何麗珊 黃何麗珊 

奉獻祈禱 潘楊佩慧 陳耀光執事 

插花 余月媚 黎美思 

影音 陳錦扑 陳錦扑 

點算獻金 龐郭潤芬 楊佩瑩 張慧賢堂委 黃強坤 

兒崇          
Joyful Kids 取消 取消 

啟蒙班 取消 取消 

下主日講題：經歷聖靈，常住主裡 (約一 2:18-27) 



耶和華我的神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祂聖名。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定要高舉祂聖名。 
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大愛何等浩瀚； 
東與西隔多遠，祂叫過犯離我也有多遠， 
祂醫治你疾病，赦免你的罪尤、憐憫大愛為你冠冕。 
(馮鑑邦曲/詞，曲詞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敬拜區所有) 

 

耶和華以勒                                

綠野碧海生機處處，瞭闊遠空星光照遍， 

萬有皆藏在恩典之內，遠古祂手創立到此時。 

主的永恆，彰顯於世間，榮美也莊嚴。 

主的聖名，充滿在全地讚歌響遍， 

耶和華以勒，奇妙創始，萬物所依， 

耶和華以勒，神在太初，預備這居處。 

念救主往日下塵瀛，憐憫眾生不惜犧牲， 

並以祂的口中所出的話，慰解憂傷照亮眾心靈， 

主的降臨，使盼望重現，能以愛相連。 

主的聖名，充滿著能力化解悲怨， 

耶和華以勒，成就救恩，預備永生， 

耶和華以勒，懷著每點，盡是美旨意。 

在世間遍歷起與跌，神賜予百般的愛眷， 

遇困苦仍獲歡欣希望，我所需祂已定有安排， 

荊棘滿途，主領著前路，慈愛永不移。 

心中記存，主信實情義永久不變， 

耶和華以勒，存在我心，活著至今， 

耶和華以勒，神在每天，預備我需要。 
 (吳錦榮曲詞/曲詞版權屬 ACM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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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 榮耀遍全地  

在禱告良辰 靜觀祢的美 

恬靜 我沈默主座前 毋用多片言 

在禱告前 祢已清楚我需要 

今日 我求問主的國 求問主的義  

王的旨意 如陽光遍地彰顯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 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 由祢全權來帶領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國度權柄榮耀 全屬祢直到永遠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馬啟邦曲/詞，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獲准使用)  

回應詩：因著信 

憑信，他離別吾珥；因信，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 

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我們懷著憑據；因信，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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