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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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早堂 主日上午 9:00 

預備身心 序樂   司琴 

 宣召 詩篇 24:1-4, 7-8, 10b  主席 

敬拜讚美 歌頌 《祢真偉大》（世紀 6）  會眾 

 祈禱   主席 

 歌頌 《求主進入我心》（世紀 165）  會眾 

 誦經 馬可福音 6:14-29  讀經員 

 獻詩 《求開心竅》（普頌 562）  詩班 

 奉獻   會眾 

領受主道 信息經文 以弗所書 3:14-21  主席 

 證道 【經歷神的愛】  吳婉茵傳道 

回應主道 回應詩 《聖靈之歌》（世紀 250）  會眾 

 牧禱   吳婉茵傳道 

 家事分享   吳婉茵傳道 

 讚美 《讚美一神》（世紀封面內頁）  會眾 

 祝福 《阿們頌》（世紀 573）  蔡明德牧師/會眾 

 殿樂   司琴 
     

午堂 主日上午 10:50 

預備身心     

敬拜讚美  《主信實無變》（ACM） 

《神羔羊》（讚美之泉） 

《深深愛祢》（讚美之泉） 

 會眾 

領受主道  經文：以弗所書 3:14-21 

【經歷神的愛】 

 吳婉茵傳道 

回應主道  《天天嘗主恩》（恩頌 459）  吳婉茵傳道 



崇拜事奉人員 
 
時間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 當值執委 

11/07 

早堂 吳婉茵

傳道 

黃棣強

弟兄 

蘇永耀

傳道 

陳金愛姊

妹、彭建

群姊妹 

麥少峰

弟兄 
- 

孔秀雲姊妹、

林文燕姊妹、

黃淑燕姊妹 

林英才弟兄 

11/07 

午堂 

廖岸然

姊妹 

蘇永耀

傳道 
- 

韋華顯

弟兄 
- 

郭桂琼姊妹、

鄭楚美姊妹 
蘇玉蓮姊妹 

18/07 

早堂 陳子明

傳道 

何永芳

姊妹 

區靜雯

姊妹 

李玉萍

姊妹 

麥少峰

弟兄 
- 

孔秀雲姊妹、

李欣珮姊妹、

李惠清姊妹 

伍月婷姊妹 

18/07 

午堂 

蘇永耀

傳道 

湯羽君

姊妹 
- 

韋華顯

弟兄 
- 

郭桂琼姊妹、

梁勤光弟兄 
廖岸然姊妹 

 

早堂崇拜內容 

宣召（詩篇 24:1-4, 7-8, 10b）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潔心清，

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

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

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 

歌頌：《祢真偉大》（世紀 6）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你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副)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副)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你真偉大。(副) 



誦經（馬可福音 6:14-29） 

14
 耶穌的名聲傳揚出來。希律王聽見了，就說：「施洗的約翰從死裏復活

了，所以這些異能由他裏面發出來。」
15
 但別人說：「是以利亞。」又有

人說：「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
16
 希律聽見卻說：「是我所斬的

約翰，他復活了。」
17
 先是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差人

去拿住約翰，鎖在監裏，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
18
 約翰曾對希律說：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19
 於是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

是不能；
20
 因為希律知道約翰是義人，是聖人，所以敬畏他，保護他，聽

他講論，就多照著行，並且樂意聽他。
21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

律擺設筵席，請了大臣和千夫長，並加利利作首領的。
22
 希羅底的女兒進

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歡喜。王就對女子說：「你隨意向我求甚

麼，我必給你。」
23
 又對她起誓說：「隨你向我求甚麼，就是我國的一

半，我也必給你。」
24
 她就出去對她母親說：「我可以求甚麼呢？」她母

親說：「施洗約翰的頭。」
25
 她就急忙進去見王，求他說：「我願王立時

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給我。」
26
 王就甚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

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辭，
27
 隨即差一個護衛兵，吩咐拿約翰的頭來。護

衛兵就去，在監裏斬了約翰，
28
 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女子，女子就給

她母親。
29
 約翰的門徒聽見了，就來把他的屍首領去，葬在墳墓裏。 

歌頌：《求主進入我心》（世紀 165）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主撇下天上寶座冠冕，為我眾罪人降世。 

在伯利恆客店無房可作主誕生地方。 

（副）求主耶穌進入我心，在我心有空處為你， 

   求主耶穌進入我心，在我心有空處為你。 

 

2. 狐狸居山洞，小鳥有巢，在林中自由飛翔。 

耶穌基督無枕首處，奔波加利利曠野。（副） 

 

3. 主到地上來，傳揚真理，使人得釋放自由。 

反受戲弄，頭戴荊冕，更被釘在十架上。（副） 

 



4. 眾天使歌唱，諸天和應，同迎接得勝君王。 

主對我說：「你可進來，我為你留下地方。」 

當主再回來呼召我，我的心靈欣喜歡樂， 

當主再回來呼召我，我的心靈欣喜歡樂。 

獻詩：《求開心竅》（普頌 562）版權屬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所有 

（副）來賜真光照亮黑暗申世人，自設的伽鎖求主來釋放。 

   我們乃主民，主看顧群羊！求主開心竅復看見！ 

 

1. 向世間破碎心靈：開我眼睛！向那貧乏苦困人：開我眼睛！ 

向那無辜的孩童：開我眼睛！教我憐憫滿愛心！ 

 

2. 向那些曾遭虐待：開我眼睛！向尋求公義眾人：開我眼睛！ 

向囚牢中被關者：開我眼睛！教我憐憫滿愛心！！（副） 

 

3. 若膚色助長隔轄：開我眼睛！若四周黑暗包圍：開我眼睛！ 

當我視若無睹時：開我眼睛！教我憐憫滿愛心！（副） 

 

4. 向愁苦、創傷滿盈：開我眼睛！向貧困急需幫助：開我眼睛！ 

向那尋求和平者：開我眼睛！教我憐憫滿愛心！（副） 
 

5. 向軟弱、困擾病人：開我眼睛！向陷溺於誘惑者：開我眼睛！ 

向被遺忘而失落：開我眼睛！教我憐憫滿愛心！ 
 

來賜真光照亮黑暗申世人，自設的伽鎖求主來釋放。 

我們乃主民，主看顧群羊！求主開心竅復看見！求開心竅復看見！ 

 

回應詩：《聖靈之歌》（世紀 250）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願聖子基督差遣聖靈與慈愛將你包圍；祂充滿你心使你靈得滿足。 

將憂慮交給恩主擔承，像鴿子的主聖靈，要降臨在你生命使你完全。

（副）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 



 

2. 一齊來歡欣高聲稱揚，喜樂充滿你心靈；舉起你雙手願降服在主名。

主解開心中悲哀憂愁，醫治你以往傷痛，你要靠耶穌聖名進到永生。

（副）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 

讚美：《讚美一神》（世紀封面內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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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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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信實無變》（ACM）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 慈愛主信實無變，在每天清晨，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陰晴，主愛勵勉。 

（副）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引牽。 

   困苦，壓逼，憂心，掛念， 

   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 

2. 慈愛主信實無變，日影西斜，主愛更溫暖。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冬暖，主愛復眷。（副） 

《神羔羊》（讚美之泉）2010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主啊，我來到祢寶座前，我心向祢敬拜。 

在玻璃海我要敬拜，俯伏在你聖潔中。 

主啊，我來到祢寶座前，全人向你跪拜。 

願尊貴，榮耀和感謝都歸寶座被殺羔羊。 

神羔羊，醫治者；赦我罪，賜自由； 

神羔羊，醫治者；我的心稱頌。 



《深深愛祢》（讚美之泉）2004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單單尋求祢的， 

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愛祢， 

敬拜祢讓祢榮耀充滿全地。 

 

深深愛祢，耶穌，深深愛祢，耶穌， 

我愛祢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愛祢，耶穌，深深愛祢，耶穌， 

哦，我愛祢，耶穌。 

《天天嘗主恩》（恩頌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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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3:14-21） 

 
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他得名。）

16
 求

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17
 使基

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18
 能以和眾聖徒

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19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20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

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21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

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小組問題：  

1. 你如何在群體中經歷神的愛? 

2. 分享你最近一次經歷神愛的過程。 
 

禱告事項：  

1. 願我們繼續為香港禱告，在各方轉變下，信徒能堅守真道，在自己的

位置角色上成為世上的鹽和光。 

2. 請為患病的肢體及親人離世的家庭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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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周年大會及會友大會將於 7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20 分早堂崇拜

後在大水坑村副堂(大水坑村 63 號地下)舉行，議程如下: 

 

2.1) 省覽並接納經審核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及

核數師報告案； 

2.2)委任吳文達會計師事務所為本會 2021 年度財務報表之義務核

數師案。 

 

請注意，當日同時及相同地點，將另加一會友大會，通過受浸和

轉會名單案。 
 

＊ 3. 2022-2023 區部長及執委候選人現正接受提名，請各會友填妥提

名表格，並於 7 月 25 日或之前交回，有關表格請到司事枱索取。 

  



＊ 4. 週三晚視像祈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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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黃家聲執委                          

ZOOM 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81562926299?pwd=RXZMc042VTFNWEpt

WmNBd2tiUVdCQT09  (或使用此 QR code 登入)  

時間：2021 年 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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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第 93 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於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舉行，題目：「憑信奔天路」。本年大會不設現

場聚會，歡迎弟兄姊妹參與直播，有關日程表等資料，

可掃瞄大會網頁的 QR Code 參閱。 

 
   

區部事項  

 6. 資訊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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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s02web.zoom.us/j/81562926299?pwd=RXZMc042VTFNWEptWmNBd2tiUVdCQT09
https://us02web.zoom.us/j/81562926299?pwd=RXZMc042VTFNWEptWmNBd2tiUVdCQ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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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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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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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長者區羅瑞珍姊妹已於 7 月 4 日安息主懷，請為其家人禱告，求主

安慰，並為其家人辦理身後事的安排代禱。 

 

   
 

  

mailto:newsadmin@fuonbc.org
http://www.fuonbc.org/


收支簡報(5 月 31 日)  

 

 

堂費  $71,174.00 2021 年 5 月份總收入  $159,574.45 

感恩  $5,250.00 2021 年 5 月份總支出  $174,781.93 

擴堂基金  $3,000.00 2021 年 5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5,207.48)  

差傳基金  $3,000.00 2021 年 1-5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70,941.45  

神學基金  $3,000.00 擴堂基金累積  $863,805.00 

赤字奉獻  $1,000.00 差傳基金累積  $82,932.60 

疫情基金  $- 神學基金累積  $78,237.00 

上週奉獻

總數合共  

$86,424.00 疫情援助基金 5 月總收入  $200.00 

   疫情援助基金 5 月總發放  $- 

   疫情援助基金 8/2020-5 月結餘  $15,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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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