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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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眾 立 

頌 讚 ………《響應、黑暗終必過去》………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如何禱告）》…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徒 ����-�� ……………… 眾 立 

講 道 …………「教會的見證 」………… 辛德賢傳道 

  徒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從心合一》…………… 主 席 

奉 獻 ………………………………………… 蒙 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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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歡迎新來賓及弟兄姊妹參與崇拜。 

2. 敬謝辛德賢傳道蒞臨證道。 

3. 週三祈禱會： 7月 8、15、22 及 29 日，晚上 8時於

學校 G01 室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為香港及教會守望

祈禱。 

4. 啟蒙班暫停至另行通知。 

5. 本會現接受執事選舉﹝按立(終身）/選立 2021-

2022﹞提名，詳情已張貼報告板上，今天截止，表格

可在司事枱取， 如有關查詢或填妥表格後請聯絡或交

給麥牧師。請禱告記念。 

6. 漢語聖經協會與宣道會北角堂合辦： 

從永恆透視今生─保羅的終末觀 
講員：郭罕利博士（漢語聖經協會總幹事暨譯經總監） 

日期： 28/6/2020（主日）    時間：下午 2時至 5時 

地點：網上直播，屆時請登入 www.npac.org.hk 收看。 

8. 讀經日：鼓勵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日期： 5/7 (主日) 內容：研讀耶利米哀歌 

時間：下午 2-5 時 地點：浸信會天虹小學禮堂 

領會：梁志強牧師(本會顧問牧師) 

9. 奉獻防疫物資：在疫情下，本會繼續關心社區的需要，

現鼓勵弟兄姊妹如有感動，可奉獻口罩給教會探訪時送

贈給有需要人士。物資請交給玉芬姊妹。 

10. 由於部份弟兄姊妹因疫情緣故，還不方便回到教會參

與崇拜。有見及此，本會現試行在 YouTube 直播崇

拜，讓弟兄姊妹雖受疫情影響，仍可在網絡上一起與

現場會眾同步同心獻上敬拜。如情況許可，仍鼓勵會

眾一起參與實體崇拜。以下是竹浸 YouTube 直播頻

道，請先行訂閱，到時便可觀看。 KWWSV���
ZZZ�\RXWXEH�FRP�FKDQQHO�8&92�/=8KY,8&4K,�UE:�DE$�  

 

 



主日獻花：伍啟林夫婦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余鋒 江德陽先生 

講 員 辛德賢傳道 梁志強牧師 

司 琴 張慧賢堂委 吳卓軒 

敬 拜 隊 黃婉蓮 黃悅茵 劉鳳怡 楊佩瑩 劉鳳怡  

司 事 何俊堂 蕭麟婷 郭炳稭 黃林如玉 

司 事 長 余月媚 彭淑嫻 

奉獻祈禱 蒙少文 蔡創仁執事 

插 花 施曉珊堂委 黃婉蓮 

主 餐 餅 / / 

影 音 鄭志樂 梁學賢 

點算獻金 黃何麗珊 潘楊佩慧 龐郭潤芬 楊佩瑩 

兒崇          
:ŽǇĨƵů�<ŝĚƐ 張玉芬 楊佩瑩 劉芷均 黃婉蓮 蔡秋英 黃婉娟 

啟 蒙 班 暫停 暫停 

下主日講題：笑傲獅穴 �但以理書第六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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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青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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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會會議 

����������六� 

 

崇拜        兒崇 

-R\IXO��.LGV 
啟蒙班 月禱會 

週三 

祈禱會 

��人 ���人準時� 

幼兒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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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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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  

   

�人 

堂費：   

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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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其他：  

 

家長英文班  上午 ����-����� —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上午 ����-����� — 

家長祈禱會 上午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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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 

惜食堂 下午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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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
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 

(徒 2:46-47) 

 

 

�� 求主開闊我們的心懷，禱告守望香港。 

�� 為世界各地疫情及生活祈禱。 

�� 求主使我們生活佈道化， 願教會在社區作鹽作

光，叫人得知主的名，見證真理。 

�� 為初信者堅固信心祈禱，求聖靈看顧引導。 

�� 求主揀選合適弟兄姊妹承擔教會執事，忠心事

主。 

�� 求主施恩醫治患病肢體的身心靈。 



響應 

宇宙穹蒼一再呼應 浩瀚繁星榮耀祢 

滿有能力 卻極之溫柔 稀罕我輕聲嘆息 

世上群生皆要響應 竭盡餘生榮耀祢 

祢是磐石 永在的高臺 在危難處祢引領我心得勝 

救主基督滿溢大愛 教我親身經歷壯闊傳奇 

憑十架無盡愛來贖我靈 來換我全屬祢差遣 

我要高舉祢是上帝 述說恩典廣大獻我頌揚 

傳頌祢成就了奇妙作為 容讓我全屬祢 一生讚美 
(曲、詞：西伯/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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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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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終必過去 

世間昏暗，願有點燭光，燃亮心底盼望； 

無盡旅途，仍信會有終點，再艱苦也能擋。 

縱使飄泊，但有主應許，疲乏者得靠岸； 

始終相信，神祢永遠掌管，讓我輕看禍困不安。 

永久不變，耀眼的真光，原是一生盼望； 

渴想得見，神國這裡彰顯，此刻心裡沒有驚慌。 

黑暗終必過去，消散似風吹， 

罪惡張狂顛覆錯對，祢未允許！ 

抬頭彷彿充斥烏雲，天空在流淚， 

我都相信平安是藏於祢的手裡。 

（我總相信平安在乎主！） 
(古丹青曲  朱浩廉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使用) 

從心合一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 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  

從心合一  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 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  體貼神心意 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鄭懋柔詞、游智婷曲/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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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
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

行？」 

���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
督的名受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

受所賜的聖靈； 

��� 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
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

來的。」 

���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

「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 

���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

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

餅，祈禱。 

���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

蹟。 

���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給各人。 

���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

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他們。 
 

���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
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

行？」 

���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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