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詩 130：1–2，7–8＞  主席 

歌頌  ＜痛哉！主血傾流＞世紀 181 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奇妙十架＞世紀 189 首  眾坐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賽 35：1–10＞  主席 

證道  ＜永遠的喜樂必臨到他們＞  余振陵博士  

回應詩歌  ＜開我眼睛使我看見＞世紀 334 首  眾立 

牧禱    呂曼珍傳道 

家事分享    呂曼珍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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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唸主禱文   眾立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呂曼珍傳道  司琴 區靜雯姊妹  

講員 余振陵博士  投影、錄影 韋華顯 / 湯浩然弟兄  

下週事奉人員： 
 

主席 關幼珍姊妹  司琴 區靜雯姊妹 
 

講員 呂曼珍傳道  投影、錄影 黃家聲 / 鄧俊傑弟兄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零年二月二日 



 

小組問題 

1. 你是否正經歷或曾經經歷憂愁嘆息的時候？這些經歷讓你對神有甚麼

更深的認識？ 

2. 聖經不只應許我們喜樂，更吩咐我們要喜樂。我們在個人和群體的層

面，可以如何更好地實踐這吩咐？  

禱告事項 

1. 請為香港在嚴峻疫情下，政府的防疫措施及各方面人員的配合代禱， 

求主保守各人有平安。 

2. 請為 5/4 下午的視像執委會代禱，求主賜執委、同工有智慧、同心面

對嚴峻疫情，幫助教會各項的事工在限制下仍得到推展。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 1 鑒於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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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會網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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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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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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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的變化，商副已於 23/3星期一開始每天會有一位同

工輪值(辦公時間為上午 9時至下午 5 時(1-2時午膳)，其他

同工會留在家居工作，若須聯絡某位同工，可自行聯絡或致

電教會辦公室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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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星期五晚上 8:30 有受苦節崇拜，請注意以下有關事

項：— 

（1.5.1）當晚會以 youtube 首播模式進行，猶如直播，過時

進入不能重看已進行的部份，所以，請弟兄姊妹預早 5-10 分

鐘準備上網的電子器材。 

（1.5.2）教會會於一天前發放當晚連結給各組別，若收不到，

可自行到教會網站點擊進入(網址於本程序表頁尾)。 

（1.5.3）當晚會設有主餐，歡迎已受浸加入教會的弟兄姊妹，

無論是否本堂會友，一同來領受主的餅和杯。所以，大家可於

辦公時間前來商副預先領取主餐的套裝回家（保存於陰涼地方

或雪櫃），待當晚使用。 

受苦節是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犧牲，願我們藉回想、靜思主

愛遇見耶穌，重獲與主同在的安穩，有力面對重重考驗和挑戰。 

*  1.6 崇拜程序表由本週起會加設教會「收支簡報」，以便會眾

更多瞭解教會的財政狀況，禱告記念。 

*  1.7週三晚（1/4）視像祈禱會為資訊部代禱，由何麗坤姊妹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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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區～主日學 

2.1～聖經背景:聖地歷史概覽(四) 

時間：逢一、三主日，上午 11時至中午 12時 

地點：疫情期間，會使用 Zoom 在網上進行 

導師：林英才弟兄 

內容：聖經盛載了神向人類所傳遞的信息，絕大部份聖經的記

載，都有其獨特時空的元素。瞭解這些時(歷史)空(地理)元

素，有助於我們更準確掌握神透過聖經所帶出的訊息。本課程

將重點介紹聖地由創世至新約時代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背景。 



 

(涵蓋時期：士師至聯合王國時期)報名: 使用以下網上表單

(https://forms.gle/ZjLhbUKKWe2Z2TyB8) 或致電教會報名 

  2.2～福音研經課程 

時間：逢星期五晚上 8:30 

地點：疫情期間，會使用 Zoom 在網上進行 

導師：蔡明德牧師 

報名：請致電回教會商副辦公室或直接電話聯絡蔡牧師 

 3 資訊部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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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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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於辦公時間內把書籍帶到商副，放入臨時還書箱中。 

  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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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文章：可附相關照片; 

(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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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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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5/4主日下午 2:30 分有 4月份執委會，請各位執委、同工屆時

出席視像會議。 

https://forms.gle/ZjLhbUKKWe2Z2TyB8
mailto:newsadmin@fuonbc.org


 

收支簡報 

 

堂費 $19,330.00 2020 年 1 月份總收入 $208,252.72 

感恩 $1,000.00 2020 年 1 月份總支出 $176,828.72 

擴堂奉獻  2020 年 1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31,424.00 

神學基金 $100.00 擴堂累積 $850,755.00 

差傳基金  差傳累積 $80,373.60 

上週奉獻

總數合共 

$20,430.00 神學基金累積 $40,63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