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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 ����-��…………… 眾 立 

頌 讚 …………《祢是我的神》…………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我們呼求》…………… 主 席 

獻 詩 …………《在主前靜默》………… 詩 班 

敬聽主言  

讀 經 …………… 太 ���-�� ……………… 眾 立 

講 道 …………「非凡任務」………… 麥惠賢牧師 

  太 ����-��  

會眾回應  

回 應 詩 ……………《薪火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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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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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來賓及弟兄姊妹參與崇拜。 

2. 請各位繼續合力防疫， 聚會前須量體溫、保持清

潔及社交距離， 須在崇拜出席表上登記。詳細防疫

措施已貼出參考。 

3. 「2021-2022 選立執事選舉」將於 9/8（主日）

崇拜後月會內舉行，候選人 3 位：潘顯兆弟兄、   

吳卓軒弟兄及張慧賢姊妹。 有關候選人簡介、執事

資格、 浸信會信仰及體制已張貼在報告板，鼓勵本
會會友查看及為此祈禱，並同心出席投票選舉。 如

選舉當天無暇出席， 欲取授權書委託其他會友代為

選舉，請親自向麥牧師了解程序及申請。 

4. 週三祈禱會：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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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 92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由 8 月 1 至 10 日假

九龍城浸信會舉行。主題：「以愛同行 齊心守
望」。另於港九新界及海外地區，均設有現場同步

直播， 詳情可參閱教會張貼之宣傳海報及網頁，鼓

勵弟兄姊妹踴躍參加。敬請代禱。 

 

 

 

時
間 

早禱會 
上午
9:00-
9:20 

早堂 
上午 
9:30-
10:45 

午堂 
上午

11:15-
12:30 

晚堂 
晚上 
7:00-
9:10 

聚
會 

研經會 講道會 奮興會 

講
員 

戴浩輝 
牧師 

陳琛儀 
牧師 

郭文池 
牧師 

主
題 

生命載道
的守望者 

經歷 
神的大愛 

風雨飄搖 
下的 

榮耀教會 

以西結先知
的時代信息 

詩篇 
119 篇 

研讀 
以弗所書 

 

「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裏。若
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裏，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也
必住在父裏面。 」                                          (約一 2:24)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潘顯兆執事 潘楊佩慧 

講 員 麥惠賢牧師 吳國傑博士 

司 琴 何嘉敏 蔡信行/李嘉璐傳道 

敬 拜 隊 詩班     黃婉蓮  

司 事 潘俊偉 陳黃銘炘 何俊堂 蕭麟婷 

司 事 長 彭淑嫻 彭淑嫻 

奉獻祈禱 關金銘執事 張慧賢堂委 

插 花 余月媚 施曉珊堂委 

主 餐 餅 黃何麗珊 / 

影 音 梁學賢 梁學賢 

點算獻金 蔡黃艷芬 楊佩瑩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兒崇          
:ŽǇĨƵů�<ŝĚƐ 

李嘉璐傳道  
曹祖祥 黃芝婷 

張玉芬 余鋒 黃何麗珊 

啟 蒙 班 龐郭潤芬 蔡黃艷芬 

下主日講題：待定 

主日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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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的榮光照遍全地，禱告守望香港社會的

局勢。 

�� 本港疫症加增，求主保守。 

�� 日本水災，求主拯救保護。 

�� 求主的話成為我們的力量和指引，在困難中

信靠神。 

�� 求主揀選合適弟兄姊妹承擔教會執事，委身

事主。 

�� 求主施恩醫治患病肢體的身心靈。 

 

余鋒弟兄 <於同心圓服侍青年信徒及基層街坊> 

1. 迎接中學文憑試放榜，正與 9 位應屆門徒同行並於
暑期挑戰更熱心敬拜與服侍。 

2. 求主興起更多代禱者及 
支持者，支持在前線的 
服侍 (每月籌款仍有不足)， 
求主堅固信心，時常依靠神。 

譚嘉敏宣教士 <於緬甸宣教> 

1. 原定 4-5 月返港述職，但受疫情影響，返港日期一
再推遲，7 月中航班再被取消，最快可能 8 月上旬
才能復飛，求主帶領平安 
返港述職。  

2. 在事奉的挑戰磨練中經歷神 
的安慰和同行，求主加添 
信心，身體靈性也蒙主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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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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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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我的神 

頌讚永活永生主，頌讚祢在我最深處， 

唯祢是我的神，唯祢是我幫助， 

今我願意謙卑來敬奉。 

頌讚至大至高主，頌讚救贖我顯寬恕， 

唯祢是我的神，唯祢是我依傍， 

今我願意屈膝來讚頌。 

萬有主公義慈愛，永存永在， 

萬有主跨越穹蒼，永存世代， 

緊靠神心意，處處神供應，滿有神的愛我讚頌祢。 
(吉中鳴曲，黃維棣詞/詞曲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使用) 

我們呼求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祢，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一心單單跟我主。 

願屬祢的子民百姓，也滿有主祢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全城來復興。 

齊心的呼叫阿爸父，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祢已看見也定然聽見，祈求父祢恩典。 

同心一起到祢跟前，全因祢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一起禱告祢。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祢，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一心單單跟我主。 

但願這家國只屬於祢，盼祢掌管全地。 

憐憫恩典充滿於這裡，榮耀再次降臨。 

齊心的呼叫阿爸父，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祢已看見也定然聽見，祈求父祢恩典。 

同心一起到祢跟前，全因祢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一起禱告祢。 

(游智婷詞/曾祥怡曲，詞曲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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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永傳 

忘世塵我已跟主走上在窄路， 

眾信徒常互勉並肩同步！ 

堅守方向志高，憑信念不怕跌倒， 

同證父神完美創造，全宇宙恩滿鋪！ 

看信徒毋懼逼迫，忠信歷世代， 

盼我們也可奔走天路，越過得失，福氣，困災， 

能發現父神期待，承繼信念， 

延往萬年，同唱頌讚奏凱！ 

願當基督精兵常行在窄路， 

喚發接棒信眾繼續同步！ 

從而薪火永傳心志總不老， 

成為真實門徒知順服神好！ 

令每一世代同心將福音宣佈。 

我們有一天都要永別世上， 

而後世仍靠主恩學祂模樣， 

上帝國度繼續擴張，人人恩光得到永享， 

同發現父神救贖完美妙法憲章！ 

願當基督精兵常行在窄路， 

喚發接棒信眾繼續同步！ 

從而薪火永傳心志總不老， 

成為真實門徒知順服神好！實太好！ 

願當基督精兵常行在窄路， 

喚發接棒信眾繼續同步。從而薪火永傳， 

心志總不老，成為真實門徒知順服神好！ 

令每一世代同心讚頌神恩高：鴻恩滔滔！ 
(John Mohr 曲、劉永生詞/曲詞版權屬音樂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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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屬宣道會出版社所有) 

詩班獻詩：在主前靜默 

靜默在至聖的主跟前，主今親臨同在， 

這是神聖之地，主聖潔無瑕疵； 

你當尊祂為聖，向祂屈膝敬拜， 
肅靜在至聖的主跟前，主今親臨同在。 

 

靜默在榮耀的主跟前，主光輝今環繞， 

榮耀至尊君王，主威榮誰能瞻？ 
主以光輝為冕，聖火不熄常燃， 

肅靜在榮耀的主跟前，主光輝今環繞。 

 
靜默在全能的主跟前，主施大能權柄， 

主來潔淨、醫治，來祝福賜宏恩； 

以信心瞻望主，萬事祂皆能成， 

肅靜在全能的主跟前，主施大能權柄。 
(版權屬 福音證主協會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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