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賽 30:15 上＞  主席 

歌頌  ＜領我到髑髏地＞世紀 190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為我受傷＞世紀 183 首  眾坐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創 16：1–16、21：9–21＞  主席 

證道  ＜聽見你的聲音＞  廖家敏傳道  

回應詩歌  ＜慈悲仁愛上帝＞世紀 276首  眾立 

牧禱    蔡明德牧師 

家事分享    蔡明德牧師 

三一頌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 

天下生靈都當頌言；天上萬軍也讚 
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眾立 

祝福/阿們   蔡明德牧師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蔡明德牧師  司琴 區靜雯姊妹  

講員 廖家敏傳道  投影、錄影 黃家聲弟兄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三月八日 

二零年二月二日 



 

小組問題 

1.當你根據夏甲的故事思考自己的生活時，今天你正面對甚麼困難、苦  

  況或危險呢？ 

2.在這些遭遇中你如何遇見神？這位看顧人的神要怎樣幫助你？ 

 

禱告事項 

1.為疫情的進展和社會的變化繼續禱告，也記念教會能作出合適的安排。 

2.繼續為禧年小學老師在停學期間的網上教學和安排復課等事情禱告。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 鑒於目前武漢肺炎疫情嚴重，本堂全部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告

為止。雖然教會的聚會暫停，務請各位弟兄姊妹迫切為這埸疫症

的平伏以及在前線奮戰的醫護人員祈禱，並且時刻彼此守望，見

證主愛，更要懇切禱告、讀經、親近、敬拜主。此外，在疫情期

間，教會亦作出相關的安排如下，務請留意：— 

 

1.1 崇拜會以錄影進行，會眾可留意教會通知，點擊有關連結參

與。或者，這樣的崇拜對我們來說仍感陌生，甚或有感在觀看一

場表演似的。所以，想給予大家一些指引，好使我們能夠專心敬

拜，與主親近。 

 找一處安靜的環境，提前準備好上網的電腦/電話，確保電量

充足和保持在線 

 穿整齊衣飾敬拜 

 當崇拜進行時，不隨意離開/轉換視頻/回覆來電 

 同心參與唱頌、禱告、讀經，及按主席指示站立或坐下 



 

   如家中有未信家人，可以邀請他們一同參與，作好見證 

在家中崇拜是一種考驗，也是操練，盼望我們能因渴慕迎見上帝，

份外專注、自律。願主在任何地方、模式的崇拜下，與我們相遇，

願祂的恩光光照我們的心靈！ 

1.2教會同工會逐漸分別於商副或村副回復正常的辦公時間。 

1.3商副及村副暫不開放借用。 

  1.4 奉獻是我們回應上帝的厚愛及經歷上帝不絕供應的信心表

達，會眾可以透過以下的途徑，將獻金呈獻:— 

1.4.1 轉賬方式:將獻金存入教會中國銀行戶口 

名稱: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FU ON BAPTIST CHURCH HAY NIEN CHAPEL 

號碼:014-695-1-032395-7 

然 後 將 有 關 存 款 記 錄 單 據 whatsapp 至 教 會 電 話 

97206741，並寫明有關資料(奉獻者姓名、聯絡電話、奉獻

類別(堂費、感恩、擴堂、差傳、神學或其他)。 

 

1.4.2 現金方式:將獻金放入奉獻封，並於奉獻封上填上有

關資料，然後投放於教會商副的奉獻箱內(請注意教會開放

時間)。 

 

1.4.3 支票方式:支票抬頭寫富安浸信會禧年堂或 

FU ON BAPTIST CHURCH HAY NIEN CHAPEL，並於支票背面

寫明有關資料（請參考上述 1.4.1）。支票可投放於商副奉

獻箱或寄回本堂（地址:馬鞍山富安花園富安商場一樓三

號）。 

*  1.5 週三晚（11/3）視像祈禱會為以巴路山小組代禱，由邱秀

娥姊妹帶領。(會眾可自行先於 App Store 下載 zoom 軟件，

待組長於週三晚給予相關連結，到了晚上 8:15 便可點擊進

入，同心禱告。) 
  



 

區部事項 

* 2. 資訊部 

2.1～靈糧 Cafe 

教會暫停聚會期間，如有讀者在「靈糧 Cafe」借書未還，可按

以下其中一個方法處理:- 

(2.1.1)暫時代為保管書籍，待教會恢復正常崇拜時帶回禧小按

正常程序還書。 

(2.1.2)於辦公時間內把書籍帶到商副，放入臨時還書箱中。 

 

2.2～4月份家訊徵稿  

主題–在患難中遇見神 

誠邀各位弟兄姊妹投稿, 分享你們在患難中與主相遇的經歷， 

藉此互相激勵，見證主恩。 

稿件形式:   

(2.2.1)文章：可附相關照片; 

(2.2.2)照片或圖畫:加上簡短的文字描述。 

投稿請電郵到 newsadmin@fuonbc.org ，截稿日期為 4月 5日 。 

內部事項 

* 3. 會友方李玉萍姊妹的奶奶林蓮玉姊妹，於 25/2 安息主懷，現定

於 13/3(星期五)晚上 7:30在寶福紀念館 2A寶善堂舉行。翌日

上午 10:30有出殯儀節，請代禱記念及出席。 

 4. 感謝肢體的愛心付出，送贈教會口罩。若大家或長者街坊有需

要，可於辦公時間內到教會商副領取(送完即止)。 

 

【宣召】賽 30:15 上 

15 上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

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mailto:newsadmin@fuonbc.org


 

【歌頌】領我到髑髏地 (世紀 190 首) 

1 生命之主願祢作王，榮耀都歸於祢； 

使我莫忘祢荊棘冕；領我到髑髏地。 

2 讓我看見在祢墓前，門徒憂傷哭泣； 

光明天使看守侍候；等待救主復活。 

3 願像馬利亞清早起，預備來膏抹祢； 

讓我看見墓門已開；領我到髑髏地。 

4 主啊，我甘心又樂意，背十架跟隨祢； 

救主苦杯我願分嘗，因你為我捨己。 

副歌： 
使我莫忘客西馬尼，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莫忘我主仁愛慈悲，領我到髑髏地。 

 

【歌頌】為我受傷 (世紀 183 首) 
1 為我受傷，為我受傷；主在十架甘願為我受傷； 

我罪蒙赦免，我喜得著釋放，都因救主耶穌為我受傷。 

2 為我捨命，為我捨命；主在十架甘願為我捨命； 

因祂受死，我得救贖福祉，都因救主耶穌為我捨命。 

3 為我復活，為我復活；從墳墓裡主為我而復活； 

死亡毒鈎今後不能害我，都因救主耶穌為我復活。 

4 為我再來，為我再來；必有一天主要為我再來； 

見主慈顏，何等喜樂暢快，滿心讚美主，祂為我再來。 



 

【誦讀經文】創 16:1-16 

1 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撒萊有一個使女，名叫夏

甲，是埃及人。 

2 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

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 

3 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

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 

4 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

的主母。 

5 撒萊對亞伯蘭說：「我因你受屈。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

她見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 亞伯蘭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7 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 

8 對她說：「撒萊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夏

甲說：「我從我的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 

9 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那裏，服在她手下」； 

10 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 

11 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12 他為人必像野驢。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

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因而說：「在

這裏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14 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15 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

利。 

16 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回應詩】慈悲仁愛上帝 (世紀 276 首) 

1 慈悲仁愛上帝，祢悉察一切事，我常犯罪違背祢心意， 

未盡心跟從祢，只隨私心妄為，並未切盼彰顯祢榮美。 

2 慈悲仁愛上帝，我心輕忽真道，拒絕引導常漠視真理， 

自創虛謊暗晦，生活空虛暗昧，未在光中遵行祢旨意。 

3 慈悲仁愛上帝，我觸犯祢律法，行為未能符合祢規範； 

圖作高超夢想，心所思皆未償，能行善，卻空論不實踐。 

4 慈悲仁愛上帝，耶穌犧牲性命，為人類完成赦罪恩典： 

求祢開恩赦免，施救恩、頒聖言，使我生活靠聖靈行善。 

5 慈悲仁愛上帝，我今屈膝主前，願聽命，能昂首跑天路； 

願我心今回轉，享平安、得赦免，蒙祢改變，得力跟從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