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詩 95：1–3，6–7a  主席/會眾 

敬拜  ＜祢是王＞ACM   

  祈禱   

  ＜進入祢的同在＞讚美之泉   

 ＜我向祢禱告＞ Son Music   

獻詩 ＜福音大能＞普 275 首  詩班 

奉獻    主席 

信息經文 詩篇 145：8–9  主席 

證道 來吧！回到主的懷抱！  何志彬博士 

牧禱    吳婉茵傳道 

家事分享   吳婉茵傳道 

祝福 ＜天天嘗主恩＞恩頌 459 首  吳婉茵傳道 

殿樂  （安靜片刻）  司琴 

本週事奉人員 

講員  何志彬博士 

主席  岑韋樺姊妹 

司琴  蘇永耀傳道 

錄影  黃家聲弟兄 

投影  何麗坤姊妹 

下週事奉人員(16/5) 

講員 吳婉茵傳道 
主席 何永芳姊妹 
司琴 區靜雯姊妹 
讀經員 沈琴姊妹/陳金愛姊妹 
錄影 鄧俊傑弟兄 
投影 李麗嫦姊妹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1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五月九日 

 



 

小組問題： 

1. 主耶穌是那位有完美母性，就像懷胎時對胎兒全然擺上一樣的神:

祂對我們「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和「善

待」。今天我們是否能真實體會以上特質？甚麼難阻了我們經歷主

耶穌以上全然的愛？ 

2. 在教會和這世代，我們是否失去了作為「母親」的應有特質? 如以

下兩樣都重要，但只可選一樣，「先恩典憐憫，後真理對錯」是我

們現今失去或忽略了的先後次序嗎? 

 

禱告事項： 

1. 香港出現變種病毒的確診個案，特別在外傭的群體。求主憐憫、

醫治，並賜智慧給政府有適切的對策，止息病毒的漫延。 

2. 教會正計劃回復兩堂實體崇拜，但資源和時間均有限制。求主

開路，賜同工及執委有智慧解決有關的困難，好讓更多的會眾

能回到禧小參與崇拜。 

 
 

家事報告(*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 1. 禧小兩堂實體崇拜：執委會通過，視乎崇拜的事奉人員及有關

的資源等配合，6-9 月內會回復兩堂於禧小的崇拜。因時間及器

材的有限，屆時將停止網上的直播。 

現時，仍維持於禧年小學禮堂一堂的成人崇拜。請注意以下事

項:- 

1.1) 時間：早上 10:00  

1.2) 報名：因一堂崇拜人數有限（80 人），教會會於每週星期

一透過教會 WhatsApp 及教會網頁發放報名的 QR Code，屆時會

眾可直接掃瞄 QR code 報名，額滿即止。（若額滿，教會會個別



 

通知未能獲得參與崇拜的會眾。） 

1.3) 因聚會前需要作防疫的程序，所以務請大家預早 15 分鐘

回到禧小。 

1.4) 未能參與實體崇拜的會眾，可同步參與直播（連結一週內

有效）。 

* 2. 週三晚視像祈禱會為青少區代禱，鼓勵大家參與，一同守望教

會及世界，經歷上帝的作為。請留意有關資料如下:- 

 

敬拜：蘇永耀傳道 

代禱報告：袁思茗姊妹/廖岸然姊妹 

  ZOOM 連結: 

https://zoom.us/j/5179020387?pwd=d0tQS3VQemNxVndqb3F4b

Uc3dTR5dz09 (或使用此 QR code 登入) 

時間：2021 年 5 月 12 日晚上 8:30 

會議 ID：517 902 0387 

密碼：2642 1039 

（以上連結的資料亦會透過教會 WhatsApp 發放） 

區部事項 

 3. 成人區 ～ 查經 : 詩篇選讀(共八課)  

題目：願祢作我藏身處 

時間：逢星期五晚上 8:30 

日期：4/6-23/7/2021  

地點：疫情期間視像進行 

導師：蔡明德牧師 助教導師：何永芳姊妹 

報名：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請向各組長或致電回教會商副辦公

室電話：26421039 

https://zoom.us/j/5179020387?pwd=d0tQS3VQemNxVndqb3F4bUc3dTR5dz09
https://zoom.us/j/5179020387?pwd=d0tQS3VQemNxVndqb3F4bUc3dTR5dz09


 

 4. 資訊部 

「靈糧閱讀 - 伴我成長 2021」(屬靈書籍閱讀獎勵計劃): 

1.凡閱讀 1 本屬靈書籍得 1 分 

2.凡在圖書閣借閱書籍, 每本加 1 分 

3.推介書籍,再另加 1 分 

4.閱畢後, 以文章或圖畫分享感想,再特加 2 分 

(備注: 觀看 1 套屬靈影片等同閱讀 1 本屬靈書籍計分) 

**參加方式： 

a.以 google form 提交 

  連結: https://forms.gle/U6fnMADbTz1ebEfT8  

  QR Code:  

 

b.以實體表單填寫放入借還書收集箱提交 

歡迎個人或親子組參加! 

本閱讀計劃日期: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設冠、亞、季軍及喜樂閱讀獎，以小禮物作鼓勵，於 12 月頒

獎。 

本閱讀計劃詳情已上載到教會網頁 www.fuonbc.org 圖書閣

欄。 

 5. 財政部 

2020-2021 年度全年奉獻証明書已備制，請會眾聯絡燕霞索

取。 
 

https://forms.gle/U6fnMADbTz1ebEfT8


 

收支簡報(3 月 31 日) 

堂費 $63,100.00 2021 年 3 月份總收入 $285,326.16 

感恩 $3,700.00 2021 年 3 月份總支出 $160,403.20 

擴堂基金 $400.00 2021 年 3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24,922.96 

差傳基金 $4,000.00 2021 年 1-3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76,505.56 

神學基金 $- 擴堂基金累積 $863,205.00 

赤字奉獻 $- 差傳基金累積 $74,932.60 

疫情基金 $200.00 神學基金累積 $78,237.00 

上週奉獻

總數合共 
$71,400.00 疫情援助基金 3 月總收入 $200.00 

  疫情援助基金 3 月總發放 $- 

  疫情援助基金 8/2020-3 月結餘 $15,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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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數快」：FPS 號碼（辨別碼／識別碼）:1668 5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