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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詩歌
歌頌：《凡有氣息當讚美》（世 36）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凡有氣息萬物都當獻上感恩，歡呼頌揚讚美歸造物真神。
祂創造眾生靈，祂保護又同在，日日引領我們到歲月之終。
主展開祂旌旗，主光在前引導，黑夜中立火柱，明光照前程，
陰影不再籠罩，黑暗盡都消散，一路伴我前行，到光明美境。
2. 主命令眾星宿循軌運行不息，日月照主命令按時發光明。
凡大山和小山，河川和眾泉源，連大海的深處都讚主聖名。
萬民皆當聚集，揚聲敬拜讚美，獻上頌讚尊崇，歡欣的美音，
凡有氣息萬物，齊來頌主鴻恩，和散那歡呼聲，歸至高真神。
歌頌：《耶和華是我牧者》（世 65）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耶和華是我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引導我走義路。
2.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我的福杯滿溢。
3. 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我且要往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獻詩：《你們是世上的鹽》（普 544）版權屬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所有
1. 你們是世上的鹽，神子民：建立主國王權！
發揮效用--生命素質，生活在主之城！
（副）實踐上主的治理：恩典、平安、憐恤；
實踐上主的治理：公義上主之城！
2. 你們是世上的光，神子民：彰顯上主之城！
光輝聖潔照耀此世，發光為主之城！（副）
3. 你們是聖道的種子，主民：引進主國統治！
憐恤、公義、生機旺發，生長在主之城！（副）
4. 我們是有福的客旅，主民！歸向主國王權！
樂走主道，盼望家鄉，愛是上主之城！（副）
回應詩：《一生愛祢》（讚美之泉）2004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親愛的寶貴耶穌，祢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祢吸引，愛祢是我的喜樂。
一生愛祢，一生敬拜祢；一生愛祢，一生榮耀祢；
一生奉獻，一生不回頭；一生愛祢跟隨祢。
讚美：《讚美一神》（世封面內頁）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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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阿們頌》（世 573）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午堂詩歌
《榮耀神羔羊》（世 210）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
惟有祂是榮耀、尊貴配得讚美，在寶座上的真神羔羊；
來敬拜祂，高聲齊來頌揚在寶座上的羔羊。
《愛是不保留》（團契遊樂園）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無盡頭？
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碰到了你已無別求；
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一生愛祢》（讚美之泉）2004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親愛的寶貴耶穌，祢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祢吸引，愛祢是我的喜樂。
一生愛祢，一生敬拜祢；一生愛祢，一生榮耀祢；
一生奉獻，一生不回頭；一生愛祢跟隨祢。
《天天嘗主恩》（恩 459）版權為福音證主協會所有
願主天天以恩包圍你，助你遵祂走信心的路；
每日活在你心，保守你不犯罪，安心去嘗祂愛，常歡喜。

講道經文 (太 5:13-16; 43-48）
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
14
15
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16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
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
43

44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只是我告訴你
45
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
46
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47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
48
嗎？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小組問題：
1. 愛是作為神兒女們最核心的本質，別人從哪裡看到在您裡面的愛(鹽和
光)，就是那與您立約的神(因為神就是愛)?
2. 當面對世界、環境甚至身邊的人與事的衝擊(逼迫)，您承認您裡面曾
有過苦毒或仍有苦毒嗎? 我們所信的神是立約的神，祂以永遠的愛去
愛我們，同時也會有終極的審判。這對您面對苦毒有何提醒和出路?

禱告事項：
1. (提前 2:1-2) 聖經提醒我們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懇求、禱告、代求、
祝謝，好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香港的政府近日
有人事的變更，求主賜予智慧給當權者，並有愛人民的心管治這地。
2. 本年度申請受浸的肢體已經完成問信德的程序，願主帶領接續的有關
事宜，好使受浸者在最合適的時間接受浸禮。

家事報告(*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

1. 鑒於政府放寬了聚會的人數限制及禧小於 7-8 月禮堂的裝修，請
注意 7 月 11 日至 8 月 29 日崇拜安排：—
1.1 崇拜地點於地下有蓋操場舉行
1.2 早堂崇拜於早上 9:00 開始，主要對象是長者及成人；午堂崇
拜於早上 10:50 開始，主要對象是成人及青少年。
1.3 參與崇拜不需要預先報名，但參加者仍需要登記和量度體
溫，請提前在崇拜開始前二十分鐘到達。
1.4 因聚會地點限制，崇拜會盡量從簡，不設投影，崇拜所需資
料會列印在程序表內。此外，也不設直播，未能參與現場崇拜
者，可於教會網頁重溫講道錄音。

＊

2. 週三晚視像祈禱會，題目是「經歷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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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及代禱報告：蘇永耀傳道.
ZOOM 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81562926299?pwd=RXZMc042VTFNWEp
tWmNBd2tiUVdCQT09 (或使用此 QR code 登入)
時間：2021 年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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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部事項
*

3.資訊部:
3.1 八月份《家訊》主題:「生活中為主而作的喜悦」
常有人嘆道:「為誰辛苦為誰忙？」身為基督徒，我們有主為
服事的對象，不論在教會中事奉，或是在工作上、學業上、在

家裡，只要全力盡上自己的本份，在一切人際關係上付出真誠
和愛心，把握每個機會服事神、恩待人，就能夠討主喜悦，我
們也因主喜悦而歡欣喜樂。「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
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
主人的快樂。」(太 25:23)
誠邀各位弟兄姊妹投稿，分享你們在生活中為主而作的喜悦，
藉此彼此鼓勵，同證主恩。
稿件形式:
(1) 文章，可附相關照片 (2) 照片加上簡短的文字描述 (3)
圖畫加上簡短的文字描述。尤其鼓勵家長引導子女一起製
作親子稿件。
投稿請電郵到 newsadmin@fuonbc.org ，
截稿日期為 8 月 1 日 。
3.2「靈糧閱讀 - 伴我成長 2021」(屬靈書籍閱讀獎勵計劃)已進
入第三個月，歡迎會眾隨時参加，現增設小組獎項，總得分
最高的小組可獲嘉獎。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 www.fuonbc.org
圖書閣欄。(截止日期: 11 月 30 日)
內部事項
*

4.長者區陳溫肖玲姊妹已安息主懷，息了在地上的勞苦。她的安息禮
安排如下：－
日期：2021 年 7 月 11 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 7:00
地點：寶福紀念館 2 樓寶寧堂
請禱告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

收支簡報(5 月 31 日)
堂費
$36,965.00 2021 年 5 月份總收入
感恩
$3,750.00 2021 年 5 月份總支出
擴堂基金
$- 2021 年 5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差傳基金 $5,000.00 2021 年 1-5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神學基金
$- 擴堂基金累積
赤字奉獻
$- 差傳基金累積
疫情基金
$- 神學基金累積
上週奉獻 $45,715.00 疫情援助基金 5 月總收入
總數合共
疫情援助基金 5 月總發放

$159,574.45
$174,781.93
($15,207.48)
$170,941.45
$863,805.00
$82,932.60
$78,237.00
$200.00

疫情援助基金 8/2020-5 月結餘

$15,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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