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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餐主日崇拜程序������������ 

竹園浸信會 �ŚƵŬ�zƵĞŶ��ĂƉƟƐƚ��ŚƵƌĐŚ 
 

�� 為貝魯特發生大爆炸的災難禱告，求主帶領災後各項救
援工作、當地基督徒及教會的救援見證。 

�� 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祈禱，求主憐憫世界各地疫情仍然
未受控，特別是水源�防疫物資不足的地方，傳播病毒加
劇。 

�� 為近日香港疫情漸緩，全民檢測能有成效抗疫，求主賜
智慧給政府顧念市民的需要。 

�� 求主幫助我們，縱然在網上崇拜和學習，仍保持追求學
習神話語及祈禱親近主的心。 

��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健康及平安。請記念薛耀泉弟兄及黃
其邦弟兄的身體。 

�� 為教會 ����事工計劃祈禱，在變幻的時勢裡，願我們倚
靠主計劃，經歷聖靈的帶領，回應時代的需要。 

�� 為今天舉行的月會（選立執事選舉）及年會，求主保守
順利進行，祝福當選的肢體忠心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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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校新學年禱告 

受疫情影響，學校至 9 月 23 日前仍須 
「開學不返學」，繼續暫停面授課程。不
論對老師、學生和家長，網上授課和學習
也充滿許多挑戰。 

為老師禱告 

老師也會遇到不熟悉的事，所以需要堅毅的心不斷練習、
不停預備和不斷裝備自己。 

求主讓這幾星期教師進行網課教學及製作學習短片順利 
記念天虹小學為學生復課的準備禱告 

為學生禱告 

新升上小一的學生能否適應新學習環境
令學校和家長憂心，學校除安排適應周
讓他們熟習，亦為家長提供協助。 
部分小五、六學生因呈分試多次延期感到無所適從，今年
長期停課令課時減少，延誤了學習進度，老師需要將課程
剪裁，以致高年級學生能盡快掌握知識；而學生長時間在
家學習，也會失去學習動力。 

求主保守學生復課後的適應 

為家長禱告 

在家學習對低年級學生和家長需要花更多時間，因家長要從
旁協助子女，部份家長因身兼多職而照顧不暇。老師會透過
電話及視像會面，個別了解他們的憂慮並提供協助。 

為家長協助孩子學習和照顧家庭的壓力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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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楊佩瑩 余鋒 

講 員 麥惠賢牧師 佘慶基博士 

司 琴 張慧賢堂委 蔡信行/李嘉璐傳道 

敬 拜 隊 林綺媚 施曉珊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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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餐 餅  �  � 

直 播 員 潘衡健 吳卓軒 

影 音 鄭志樂、陳錦扑 何俊堂、陳錦扑 

點算獻金  �  � 

兒崇          
-R\IXO�NLGV 暫停 暫停 

啟 蒙 班 暫停 暫停 

下主日講題：一個嶄新關係的開始 �路 ����-��� 

主日獻花：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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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費：   

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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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位弟兄姊妹及朋友，願神的話語改變你

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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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請受過水禮弟兄姊妹預備餅和杯。 

3. 感謝神，教會已收到弟兄姊妹送贈防疫物資/超市

禮劵/罐頭等，讓我們可以給予社區上有需要的

人，求主使用。若你欲參與出隊探訪佈道服事，歡

迎聯絡傳道部李傳道/黃銘炘姊妹。 

4. 今天下午 12:30 本會將於天虹小學禮堂舉行月會

（選立執事選舉）及年會，請準時出席。 

5. 上主日舉行了網上教會祈禱會，共 28 位弟兄姊妹

一起祈禱。下次網上祈禱會為 20/9 (主日)早

上 11:30，請大家踴躍參加，同心祈禱。 

6. 同工休假：麥惠賢牧師(2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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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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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神之愛】 

真神之愛，偉大無窮，口舌筆墨，難以形容， 

高超諸星，深達地獄，長闊高深，世無相同。 

始姐犯罪，墮入引誘，神遣愛子拯救； 

使我罪人與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尤。 

雖當將來世界改換，帝位王權，過眼雲煙， 

冥頑世人，不靠真神，末日苦難，呼石求山； 

神大慈愛終不改變，廣大、堅定、純全； 

向人所顯救贖恩典，天使聖徒頌揚。 

縱使諸天當為紙張，地上萬莖當為筆桿， 

世上海洋當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幹， 

耗盡智力描寫神愛，海洋墨水會乾； 

案卷雖長如天連天，豈能描述完全。 

副歌：啊！神之愛何等豐富，偉大無限無量， 

   永遠堅定，永遠不變，天使聖徒頌揚。 

永永遠遠，歌聲不間斷，要唱出真神之愛！ 

千秋億載，都不可替代，這永生真神之愛！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

司獲准使用) 

全然向祢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輕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腳步不離。 

(曲詞：游智婷/曲詞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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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著如今 

為何這世界變遷 還搖撼了天邊 
為何頃刻我見是戰禍與烽煙 
為何逝去風光 今天不可見 
誰知到這日 誰預計明天 

1. 為何世界太冷冰 誰來靜聽心聲 
何時黑髮變白頭 難以預定 
人如像捉影一樣 虛空問誰明 
不想抱憾 祈求願祢垂聽 

2. 為何世界太冷冰 長夜未見晚星 
何時冬去與夏來 無法命定 
迷羊在兜轉失落 歸家路未明 
莊稼已發白 誰願意回應 

趁著仍可呼吸這一口氣 撇下纏繞 
願遍踏征途立志捨己 
明日或有歡喜或有傷悲 不必顧忌 
因靠著祢 令我一天能振翅高飛 

趁著如今 舉起有力的一雙臂 
仰望神恩 願作主工人立志興起  
前路就算崎嶇 就算孤單 不必嗟嘆 
因靠著祢 未怕動蕩流離 
因祢是我一生之中最美 
(曲詞：衛淑華/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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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冬去與夏來 無法命定 
迷羊在兜轉失落 歸家路未明 
莊稼已發白 誰願意回應 

趁著仍可呼吸這一口氣 撇下纏繞 
願遍踏征途立志捨己 
明日或有歡喜或有傷悲 不必顧忌 
因靠著祢 令我一天能振翅高飛 

趁著如今 舉起有力的一雙臂 
仰望神恩 願作主工人立志興起  
前路就算崎嶇 就算孤單 不必嗟嘆 
因靠著祢 未怕動蕩流離 
因祢是我一生之中最美 
(曲詞：衛淑華/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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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屬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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