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詩 22：3，22–26a  主席/會眾 
敬拜  ＜慈繩愛索＞基恩敬拜   

  祈禱    

  ＜陶造我生命＞頌樂樂   

 ＜我向祢禱告＞ Son Music   

獻詩 ＜主降生人間＞普 689 首  詩班 

奉獻    主席 

信息經文 以弗所書 2：11–22  主席 

證道 從心合一  吳婉茵傳道 

回應詩 ＜從心合一＞讚美之泉  吳婉茵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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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婉茵傳道 

主席  黃文忠弟兄 

司琴  潘凱琳姊妹 

錄影  鄧俊傑弟兄 

投影  劉學強弟兄 

下週事奉人員(13/6) 

講員 何善斌博士 
主席 袁思茗姊妹 
司琴 區靜雯姊妹 
讀經員 李玉萍姊妹/黃淑燕姊妹 
錄影 何頌謙弟兄 
投影 李嘉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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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三日 

 



 

小組問題： 

1. 如果因為事奉/看法不同，你與肢體起爭執，對方甚至傷害了你，

你如何實踐這段經文的教導？ 

2. 信仰群體是在先賢建立的根基上發展或進深建立的，他們的見證、

信息對你的信仰生活有何幫助？ 

 

禱告事項： 

1. 香港出現本地的變種病毒，感恩沒有爆發到社區，求主幫助，

讓市民仍繼續保持高度的防疫操施。 

2. 為教會浸禮的籌備禱告，求主賜我們合適的地方、時間，讓受

浸者得以順利透過浸禮見證上帝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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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4 日起回復兩堂於禧小的

崇拜。早堂崇拜於早上 9:00，主要對象是長者及成人；午堂崇

拜於早上 10:50，對象是成人及青少年。鑒於每堂人數仍限於 80

人以內，所以，屆時仍需於網上報名。另外，若時間及器材許

可，午堂崇拜會有網上直播。 

 

6 月份餘下的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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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小組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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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婉茵傳道 

代禱報告：李欣珮姊妹 

 

請注意，ZOOM 連結已更新： 

https://us02web.zoom.us/j/81562926299?pwd=RXZMc042VTFN

WEptWmNBd2tiUVdCQT09 (或使用此 QR code 登入) 

時間：2021 年 6 月 16 日晚上 8:30 

會議 ID：815 6292 6299 

密碼：2642 1039 

（以上連結的資料亦會透過教會 WhatsApp 發放） 

 3. 

 

導師：何志彬博士、吳婉茵傳道
蘇永耀傳道

日期：2021年7月至9月(每月1堂)

時間：星期四晚 8:30-9:45 
(可選擇每月的第一/二/三週上堂)

報名：成人區組員 —請向組長報名；
非成人區組員—請透過QR code 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6月27日)

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雅各書四４～ 內容：參與神在兒女生命中的作為

夫妻攜手經歷神
回轉歸向神

信徒靈命塑造系列

經歷神



 

成人區 

* 4. 成人區 ~【讀經計劃 – 新約全書】 

目    的：鼓勵及培養每日讀經習慣 

對    象：會眾 

選讀經卷：新約全書 

計劃詳情：成區會以 WhatsApp 廣播群組模式，每日向參加者發

放一章經文連結以點擊閱讀。(所以，請屆時將有關電話號碼新

增到你的電話內。) 

日    期：共分 2 期 

第 1 期  1/07- 25/10/2021 馬太福音- 使徒行傳 (共 119 章) 

第 2 期  1/11–23/03/2022 羅馬書–啟示錄 (共 143 章) 

*能按期完成第 1 期有小獎勵。 

報    名：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6cC8XrqzYEn8xdMh7 

(掃描 QR code)  

截止日期：27/6/2021 

  

https://forms.gle/6cC8XrqzYEn8xdMh7


 

收支簡報(4 月 30 日) 

堂費 $63,231.00 2021 年 4 月份總收入 $174,508.38 

感恩 $5,250.00 2021 年 4 月份總支出 $164,865.01 

擴堂基金 $200.00 2021 年 4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9,643.37 

差傳基金 $4,000.00 2021 年 1-4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86,148.93 

神學基金 $- 擴堂基金累積 $863,205.00 

赤字奉獻 $1,000.00 差傳基金累積 $78,932.60 

疫情基金 $- 神學基金累積 $78,237.00 

上週奉獻

總數合共 
$73,681.00 疫情援助基金 4 月總收入 $- 

  疫情援助基金 4 月總發放 $- 

  疫情援助基金 8/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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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