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亞 9:9/太 11:28＞  主席 

歌頌  ＜歌唱讚美主＞世紀 7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慈悲仁愛上帝＞世紀 276首  眾坐 

讀經  ＜羅 7:21-25＞  主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羅 8:26-30＞  主席 

證道  ＜疫來順受＞  呂曼珍傳道  

回應詩歌  ＜永生神的靈＞世紀 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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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阿們頌  呂曼珍傳道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黃棣強弟兄  司琴 李敏怡姊妹  

講員 呂曼珍傳道  音響/投影/攝錄 韋華顯弟兄/黃家聲弟兄  

    湯浩然弟兄/鄧俊傑弟兄  

下週事奉人員：  
主席 吳肇文弟兄  司琴 蘇永耀傳道  

講員 鄭麗婷傳道 
 投影、錄影 韋華顯弟兄/黃家聲弟兄  

  湯浩然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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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七月五日 



 

小組問題 

1. 分享自己最近一次靈與慾爭戰的經歷。 

2. 踏入 2020年下半年，對教會的年題目標「心繫聖言、靈裡轉化」有

持續的進深嗎？試分享之。 

 

禱告事項 

1.求上帝幫助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仍緊緊跟隨耶穌，作世界

的鹽和光，見證祂的愛和真實。 

2.願聖靈掌管我們的心思意念，認定上帝是慈愛和信實的神，不被惡

者侵害我們的心。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 1. 1

. 

本堂將於 18/7/2020(六)重新開始在禧小聚會和崇拜。 

參與崇拜聚會請留意以下防疫指引： 

1. 主日當天的防疫程序 

1.1. 進入學校時，所有人必須在地下接待處量度體溫、 

消毒雙手；肢體自行在一樓接待處簽到、新朋友登記

需要記錄電話號碼； 

1.2. 早、午堂崇拜前後，禮堂所有椅子會進行消毒； 

1.3. 校內所有使用過的場地和設施，按學校指引作全面 

消毒清潔； 

1.4. 按限聚令要求，如有需要喝水，必須在禮堂外進行； 

1.5. 如崇拜設有主餐，教會將預備酒精消毒紙（放置在接  

待處供取用），給有需要於主餐前消毒雙手的肢體使用； 

 

2.崇拜錄影：19/7和 26/7兩主日將進行早堂及午堂的錄影，當

天下午提供網上播放，詳情留意教會網頁。 



 

 2. 2

.

2 

教會浸禮將於 29/11下午舉行，現正接受申請。 

申請受浸的要求如下︰ 

2.1 年滿 16歲或以上(18歲或以下須得家長同意)，已清楚重生

得救； 

2.2 穩定出席本會崇拜約一年或以上，並完成浸禮課程（將於八

月初開始）。如欲於本年受浸，請致電本堂辦公室報名，確定上

課日期及地點後，將通知申請受浸者。 

 3. 商副及村副因限聚令的放寬，會逐步開放使用。如欲借用，請參

照發給各區部的有關指引。另外，於主日上午的不同時段，教會

副堂會開放給會眾回來參與網上視像崇拜，但因地方有限，如欲

參與，請聯絡教會預留位置，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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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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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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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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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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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週三晚（8/7）視像祈禱會為傳道部代禱，由呂玉玲姊妹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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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資訊部--家訊徵稿:  

8月份家訊 

主題–金句重新記 

誠邀各位兄弟姊妹投稿，彼此藉著金句中的啟示，成為生活

中的向導。 

稿件形式:   

(1)文章，可附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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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日。 

* 7. 成人區主日學： 

《2020年 7-9月主日學/興趣班》詳列如下；查詢或報名，請

聯絡教會。 
 

星期日上午 11:00至 12:00時段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對象 導師 

出埃及記 

[每週主日] 

 

地點：609室 

 

研讀出埃及記，主要認識神將選民從埃及地拯

救出來，並在西乃山與他們立約、賜下律法、

命令他們建造會幕的經過。 

 

年長 

信徒 

陳民 

弟兄 

聖經背景： 

聖經歷史槪覽

(五) 

[逢第一、三週 

主日] 

 

地點：6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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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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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課程將重

點介紹聖地由王國分裂、被擄、回歸、兩約之

間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背景。 

 

*第一堂日期:5/7/2020 11:15am-12:15pm,以

zoom在網上進行；第二堂(19/7)或之後會在

禧小課室實體進行。 

 

有興趣 

的信徒 

林英才 

弟兄 

mailto:newsadmin@fuonbc.org


 

福音粵韻齊齊唱 

[逢第二週主日] 

 

地點：雨天操場 

 

介紹粵曲的基本知識：包括工尺譜、不同的唱

腔及拍子等。 

所有對

粵曲有

興趣的

弟兄 

姊妹 

黃棣強 

弟兄 

    

星期日下午 12:30至 1:30時段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對象 導師 

 

人際關係與財富管理 

 [逢第二、四週主日] 

 

地點：604室 

       

當我們還在世上活著的日子，無論是處

於那一個人生的階段，人際關係及財富

管理都是我們無法迴避的課題。信仰既

然能夠轉化基督徒的生命，從而轉化世

界，究竟神的話如何能引導我們在這兩

個範疇活出基督，發出從基督而來的香

氣呢?本課程將會從反省個人的價值觀

開始，由內而外處理這兩個重要的人生

課題。 

 

 

有興趣 

的信徒 

 

徐國榮 

執事 

 

星期五晚上 8:15至 9:30時段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對象 導師 

彌賽亞詩篇研讀～親近

君尊義僕 

 

逢週五 

[晚上 8:15-9:30] 

 

地點：商副 

本課程查考詩篇中的彌賽亞詩，讓弟兄

姊妹對主耶穌基督的身份、經歷、心志

和使命有更深切的體會，且驚嘆神能在

主耶穌降世一千多年前已經這麼詳細

預言祂的獨生子要成就的救恩；課程中

會提供一些默想內容，讓我們更懂得如

何親近這位君尊義僕的主，更深認識和

愛慕祂、並立志效法委身，榮神益人。 

 

有興趣 

人士 

 

 

蔡明德 

牧師 

助教： 

何永芳 

姊妹、 

沈琴 

姊妹 

 

 

 



 

收支簡報（截止 5月 31日） 

堂費 $43,697.00 2020 年 5 月份總收入 $161,892.23 

感恩 $2,000.00 2020 年 5 月份總支出 $170,167.56 

擴堂奉獻 $100.00 2020 年 5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8,275.33) 

赤字奉獻 $- 2020年 1-5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45,510.44 

神學基金 $- 擴堂累積 $851,555.00 

差傳基金 $- 差傳累積 $91,973.60 

上週奉獻

總數合共 

$45,797.00 神學基金累積 $50,33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