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1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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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崇拜內容
宣召（詩篇 23:1-6）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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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歌頌：《普天下都來頌揚》（世 16）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諸天並不太高，歌聲往遠處飄；
山谷並不太深，歌聲從此升起。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
2. 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我眾盡情歡唱，歌聲歷久不絕。
教會高唱詩篇，傳送各處各方。願普天下都來高歌頌揚我神我王！

誦經（馬可福音 6:30-34,53-56）
30

31

使徒聚集到耶穌那裏，將一切所做的事、所傳的道全告訴他。 他就說：「你
們來，同我暗暗地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這是因為來往的人多，他們連吃飯也
32
33
沒有工夫。 他們就坐船，暗暗地往曠野地方去。 眾人看見他們去，有許多認
34
識他們的，就從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裏，比他們先趕到了。 耶穌出來，見有
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
道理。
53

54

55

既渡過去，來到革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 一下船，眾人認得是耶穌， 就
56
跑遍那一帶地方，聽見他在何處，便將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裏。 凡耶穌所到
的地方，或村中，或城裏，或鄉間，他們都將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穌只容他們
摸他的衣裳繸子；凡摸著的人就都好了。

歌頌：《麻雀的上帝》（世 41）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麻雀的上帝，鯨魚之神，旋轉星辰的上帝。
受造物稱揚敬畏，受造物稱揚讚美。
2. 地震的上帝，暴風之神，審判號聲的上帝。
受造物呼喊說：「禍災」，受造物呼喊說：「拯救」。
3. 彩虹的上帝，十架之神，空空墳墓的上帝。
受造物稱揚恩惠，受造物稱揚感謝。
4. 饑者的上帝，病者之神，慷慨豐富的上帝。
受造物同述說：「關顧」，受造物同述說：「生命」。
5. 鄰舍的上帝，仇敵之神，立命刪剪的上帝。
受造物稱揚愛憐，受造物稱揚和平。
6. 萬代的上帝，時刻之神，慈悲憐憫的上帝。
神的孩子們說：「喜樂」，神的兒女說：「回家」。

獻詩：《知主同行》（普 566）版權屬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所有
1. 有人窮乏，生計缺欠，卻願分享，
有乾渴卻把水施出予人，
有人殘缺卻願熱切扶助他人，
(副) 因此知道神與我們一同行，因此知道神與我們一同行。
2. 時候要到，受苦人群得到釋放，
他們盼望，雖周遭彷似絕望，
雖然仇恨好像充斥，卻願相愛，(副)
3. 正當我們心中感到喜樂滿懷，
我們決不說其他，只說真話，
我們知曉活得簡樸，心更快樂，(副)

4.正當我家一切美善滿門庭，
我們一心免紛爭，追求和平，
陌生客旅全是鄰人，以愛相待，(副)
回應詩：《人們需要主》（世 490）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每一天人們經過，空虛心靈無援助；憂慼眼神在迷惘，不知往何方。
在世間痛苦掙扎，恐懼中渡日，笑臉迎人背垂淚，主耶穌深知。
（副）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夢想幻滅到盡頭，祂就是出路。
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我們何時醒覺，人們需要主。
2. 我們遵行主使命，黑暗地照耀光明，寧願付任何代價尋找拯救失喪之靈。
主的愛感動我心看透眾生苦，他們需要生命道，待我們告訴。（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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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引領我心》（讚之歌）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求引領我心，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求引領我心，願為你傾出心中愛慕，
求引領我心明白主恩，跟主愛深深結合，衝開心捆綁，一心愛著祢。
《寶貴十架》（讚美之泉）2006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主耶穌，我感謝你，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我感謝你，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豐盛的應許》（讚美之泉）2010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祢仰臉保守你所愛的，祢護庇永遠不離棄，
祢將我從淤泥裡捧起，放我在祢的手心。
我憑著信心領取，祢豐盛的應許，世界也不能奪去，神美好的旨意。
我憑著信心領取，祢恩典永不止息，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榮耀全都歸於祢。
我等候主我相信，祢愛我永不放棄，世界也不能奪去，神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祢旨意高過我的，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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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5:14-21）
14

15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並且
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認人了。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
17
不再這樣認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18
了。 一切都是出於上帝；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
19
分賜給我們。 這就是上帝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
20
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
21
像上帝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上帝和好。 上帝使那無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上帝的義。

小組問題：
1. 你怕什麼？你肯定神愛你嗎？
2. 你會怎樣來回應神對你的愛呢？

禱告事項：
1. 為受疫情影響的各行各業禱告，在生活不安定的情況中，求主憐憫。
2. 為教會暑期開展的各項課程禱告，求主帶領小童的學習，使他們在這些活動
中認識耶穌；也求主保守每位導師，使他們在教學中傳揚基督的真理。

家事報告(*新一項目)
＊ 1.

感謝陳子明傳道蒞臨本會宣講主道。陳傳道是漁夫生命輔導中心的創
辦人，也為教會每週提供「深層消毒服務」。願主帶領陳傳道的服
侍，祝福更多社區和教會。〔網頁地址：
https://www.facebook.com/香港漁夫生命輔導中心100788168619981/〕

全教會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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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崇拜地點於地下有蓋操場舉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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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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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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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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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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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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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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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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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志彬博士
代禱報告：以馬忤斯組－陳玉蓮姊妹
ZOOM 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81562926299?pwd=RXZMc042VTFNWEptWm
NBd2tiUVdCQT09 (或使用此QR code 登入)
時間：2021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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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第 93 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於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舉行，題
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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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資訊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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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部事項
＊ 9.

長者區羅瑞珍姊妹已於 7 月 4 日安息主懷，她的喪禮安排如下：－
日期：2021年7月19日（星期一）
時間：早上9:30
地點：大圍寶福紀念館3樓3E福深堂
請禱告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

＊ 10. 吳婉茵傳道因身體不適，由 19/7 起需休息一個多月，求主醫治；休
假期間若有要事請聯絡其他同工。

收支簡報(5 月 31 日)
堂費
$28,218.00 2021 年 5 月份總收入
感恩
$2,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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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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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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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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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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