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園浸信會

為香港社會的不公義祈禱，求主轉化生命，認罪悔改，
重建社會。
求主賜智慧和勇氣，讓我們在信仰上站立得穩，為主作
見證。
願我們有顆心以行動去關懷社區，服事有需要的人，建
立鄰舍關係，聆聽和分享生命的故事，經歷主愛。
為世界各地的災情 疫情祈禱，求主醫治保守，也使各國
領袖有智慧實行合適的措施賑災 抗疫。
為教會
事工計劃祈禱，願我們盡心準備，經歷神的
帶領。
為
舉行的選立執事選舉，求主引領揀選合適的肢體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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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溫馨提示，盼能幫助大家尊崇神，投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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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進行時
●

家事分享 ………………………………………… 麥惠賢牧師
●

祝
頌

福 ………………………………………… 麥惠賢牧師
讚 …………… 《 榮 耀 頌 》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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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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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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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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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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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探訪佈道隊服侍禱告
藉著關懷探訪，學習與社區同行。
有一位探訪對象是獨居女士，她感到
探訪隊員很關心她，甚至比起自己的兒女
更關心她，令她很感動，最近一次傾談中
她漸漸打開心扉，分享自己家庭的經歷和
傷痛，隊員趁機邀請她相信耶穌，讓神的
愛醫治她，於是她開聲禱告決志信主了，
讚美主！
探訪結合佈道的服侍需要耐心耕耘，但到了時候，神
就叫福音種子在人心裡扎根成長。
請禱告記念：
1. 探訪對象主要是惜食堂長者，
當中不少是獨居，求主看顧他
們起居生活有適當的照顧，特
別在疫情下不受感染。
2. 記念他們心靈上的需要，面對孤獨的掙扎，盼他們能把
信心盼望放在主裡，也為初信的栽培禱告。
3. 求主賜探訪隊員身心靈活潑，有持續愛探訪對象的心，
不住關心他們。
4. 記念竹園社區的需要，求主引導教會成為他們的好鄰舍
隨時隨地見證分享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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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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

暫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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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3/9 (主日)下午 12:30 將於天虹小學舉行月會
（選立執事選舉）及年會，議程已郵寄/電郵給
會友。因疫情的緣故，我們仍會密切留意，倘若未
能使用天虹小學進行上述會議，我們會盡快通知，
敬請體諒，請各位留意網頁更新/致電教會查詢。

週三
月禱會
祈禱會

6. 上述第 5 項提及在月會內將舉行「選立執事選
舉」，請各會友留意，如因事未能出席投票，可以
委託本會會友代為投票，請聯絡麥牧師取授權書，
然後填寫及簽名交予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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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主日(6/9)完了崇拜後，將舉行網上教會祈禱
會，同心為香港及教會祈禱，屆時也會邀請候選選
立執事分享，期盼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凡已參與團
契小組的，會在群組中發放 ZOOM 連結登入，其
他弟兄姊妹可先向同工報名，方便按時發放連結
給大家，一起同心祈禱。
8. 感謝主的保守，郭凱邦夫婦的第二位孩子已於
26/8 出世，母女平安。

實習神學生： 江 德 陽 先 生
電話：

1. 各位弟兄姊妹及朋友，願神賜平安與你們！歡迎
你參與崇拜。
2. 因疫情暫停實體聚會期間，主日崇拜繼續於每主
日早上 10 時以 直播 形式進行，請於 教會 網頁
www.cybc.org.hk，按入崇拜直播連結一同參與。
3. 鼓勵弟兄姊妹在團契/小組中，為世界、社會、教
會或個人需要，彼此分享守望祈禱。
4. 如有感動送贈防疫物資/超市禮劵/罐頭等給予社
區上有需要的人，請聯絡教會同工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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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作禮物 唯求讓我 滿足主祢心
我的謙卑與順服 祢不需要 那虛假外表裝飾
用手興建會堂 誰曾夢想 為祢興建殿宇
永居於我的心內 讓我可以 每刻也共祢靠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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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深海訴說 祢是配得尊貴
天空雀鳥高唱 讚頌祢的榮耀
深知祢所喜愛 卻是以心靈獻奉給祢
成為祢 最欣賞喜悅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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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風浪人生中 更清楚祢在保守
在過去 和永遠 仍是信靠祢恩手
度過歲月成長中 更加深切慕恩主
是祢慰藉憐憫我 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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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恩主那懼怕 經多少變幻 信靠主我神 永遠被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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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永不捨棄我 永遠與我一起 深宵清早祢亦陪我過
過去今天如何 有祢恩典加多 這一切也靠著神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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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如被同化味蕾 無味生命只剩一張嘴
我是誰 藏於斗底裡 暗昧教人 忘了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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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遇見天國

復興主的國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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