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黃棣強弟兄 司事長： 林進韾姊妹  

講員：周德昌牧師 司事： 曾慕瓊姊妹 何麗珍姊妹 

司琴：區靜雯姊妹  李翠容姊妹  

投影：劉學強弟兄    

 

短 頌    ............... 哈利路亞(世紀 552 首) ..............   眾 立  

宣 召    ........................... 賽 25:6-9 ...........................   眾 立  

歌 頌   ........... 榮耀歸基督(世紀 202 首) ..............  1.我要讚美(世紀 102 首)   眾 立  

祈 禱    .......................................................................   眾 立  

歌 頌   ............... 主活著(世紀 205 首) ..................  1.我要讚美(世紀 102 首)  

 

 

 眾 坐  

誦 讀   ................. 詩 118：1-2, 14-24 ....................   主 席 ／ 會 眾  

獻 詩   . 歡呼歌頌/高歌和散那(世紀 194 首) .....     (世紀 194 首)   禧年 /兒童詩班  

奉 獻    .......................................................................    眾 坐  

信 息 經 文    ........................... 路 24:13-35 .........................   眾 坐  

證 道    ........................ 以馬忤斯路上 ......................  也必照樣向你行   周 德 昌 牧 師  

回 應 詩 歌    ................. 因祂活著(世紀 206) .................   眾 立  

主 餐  ………………………………………..…………………………… ...............................................................................................................................................................................................................................................................................................................................................................................................     蔡 明 德 牧 師  

家 事 分 享  ………………………………………..…………………………… ...............................................................................................................................................................................................................................................................................................................................................................................................     蔡 明 德 牧 師  

三 一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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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 立  

祝 福   .......................................................................    周 德 昌 牧 師  

殿 樂    ......................... (安靜片刻) .........................   眾 坐  

為方便大家專心敬拜神，請避免出入及關掉響鬧裝置和手提電話 

富浸禧年堂復活節主日聯合崇拜 

二零一九年四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 

    年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年題：『凡事謝恩』；季題：『報答恩主』 



 

 

 

歡迎友會兄姊，慕道朋友同心敬拜主。請填寫來賓咭，以便聯絡。 

報告（有*號的是新項目） 

 (1) 教會週三晚祈禱會為兒童區代禱，由周信宜執事帶

領，歡迎參加。(1/5 公假暫停及 8/5 傳道部)。 

 (2) 教會浸禮將於 8/9 下午舉行，現接受申請，申請受浸

的要求如下︰ 

1. 年滿 16 歲或以上(18 歲或以下須得家長同意)，已

清楚重生得救。 

2. 穩定於本會崇拜直至今年 9 月為止約一年或以上。 

浸禮課程將於 11/5 至 6/7 逢星期六 4:00pm 至 5:00pm

商副進行。查詢請聯絡同工或蔡牧師。 

 (3) 資訊部 
1.  靈糧 café 
日期：4 月 28 日 
時間：早上 10:30-12:30 
地點：地下接待處 
2. 家訊徵稿 
弟兄姊妹，你們有甚麼喜愛的聖經經文和詩歌？這些

經文和詩歌是否陪你走過一段特別的路？今期家訊主

題："最讚詩歌，最 like 經文"，邀請你們一起分享！

投稿請電郵 newsadmin@fuonbc.org ，截稿日期為 5 月

5 日。 

 (4) 5 月 13 號星期一公衆假期，成人區舉辦全教會大旅

行，行程目的地是荔枝窩，出發由錦泰苑海濱長廊起

點碼頭上船，費用包海鮮餐、保險、船費，成人$230

元，長者(65 歲或以上)和學生$200 元位，今主日是會

友及恒常出席者及直系親屬優先報名，歡迎大家崇拜

後司事枱報名。 

 (5) 成人區舉辦廣西成均教會探訪活動，日期 2-5/8/19，費

用$2000 元，歡迎主內肢體向蔡牧師查詢及報名。 



 

 

 (6) 有興趣參加四至六月興趣班的肢體，請到禮堂門口接

待處報名，或向黃傳道查詢 26421039。 

 (7) 

 

20 週年堂慶注意事宜： 
--30/6 合堂崇拜，會後拍攝大合照。 
--8/9 堂慶主日合堂崇拜，下午舉行浸禮。 
--21/9 晚廿週年堂慶聚餐 
--籌備製作紀念品/風褸/紀念特刊。
(fuonbc20@gmail.com) 

--鼓勵肢體參與標語創作比賽(30/4 截止)及為所需奉

獻。 

 (8) 本堂聘請部分時間文員。有意申請者請於 28/4 前聯絡

蔡牧師或鄺美珩。 



 

 

   

下週事奉名單 本週事奉名單 

講員 主席 
司事長 / 

司事 

兒童崇拜 

及主日學 

（高初組） 

主日青 

少崇拜 

兒童崇拜 

及主日學 

（高初組） 

主日青 

少崇拜 

柴樹良 

牧師 

韋顯華

執事 

林進韾 

江慧萍 

蘇松發 

林和君 

蘇玉蘭 

李惠清 

周鳳婷 

黃美儀 

陳雪瑜 

李嘉碧 

葉志偉 

陳雪瑜 

黃文忠 

黃傳道 

廖岸然 

袁思茗 

冼偉傑 

何頌謙 

朱詠琳 

合堂崇拜 

 

分班 

袁玉梅 

吳婉茵 

黃文忠 

李嘉碧 

合堂崇拜 

 

司琴 影音 

呂曼珍 

傳道 

鍾惠珍 

姊妹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聚會人數 

長者團 39 人 

 

詩班： 

 

禧年詩班 16 人 (主日上午 9:00) 

粵韻：5 人  

婦女區 10 人   

主日學： 出埃及記 15 人 

近代中國教會史 23 人 

聖經疑難Q&A 3 人 

     踐佈道生命 5 人          

象棋 3 人 

 

主日早禱會 10 人 

週三晚祈禱會 15 人 

主日崇拜早堂 100 人 

主日崇拜午堂 101 人 

主日青少聚會 14+6 人 

 

兒童崇拜 34+8 人 

小小詩班 6+2 人 

嗎哪組 5 人 

收支簡報： 

  
兩堂堂費 $30,687.50 2019 年 2 月份奉獻 $266,272.10 

感恩 $4,800.00 2019 年 2 月份支出 $170,661.01 

擴堂奉獻 - 2019 年 1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95,611.09 

差傳基金  2019 年 1-2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76,163.97 

神學基金 - 擴堂累積 $841,155.00 

堂慶奉獻 - 差傳累積 $107,898.60 

上週(14/4)奉獻合共 $43,087.50 神學基金累積 $45,937.00 

 
聚會預告：(請電 26421962 查問時間、地點) 
商場副堂地址：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 1 樓 3 號舖) 
村屋副堂地址：馬鞍山大水坑村 63 號地下 
(或可瀏覽教會網頁：http://www.fuonbc.org) 

http://www.fuonbc.org/


 

 

每日禱告事項 

1.1. 感謝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被釘身、受死後第三天從死人中復
活。求主賜教會喜樂、平安，並存信心與盼望等待主的再
來。 

1.2.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摩 5:24) 

求施恩主憐憫世上的掌權者，賜他們敬畏上主的心，能以恩
慈及公平去管治人民。 

1.3. 求主光照及引導富浸禧年堂：在邁進新的里程中能滿有主的
恩慈與聖靈的能力，在教會及學校的事工推展中均能順暢，
吸引更多人歸向主。 

 

 
宣召：賽 25:9 
主：到那日，人必說：看哪，這是我們的神；我們素來等候

他，他必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

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以馬忤斯路上   (路廿四 13-35)  大綱 

I. 引言：普通信徒（像你我） 

II. 兩人的光景 

A. 失去盼望（路廿四 18-24）：苦難使人感到前路茫茫，神變

得遙遠，人之常情 

B. 失去喜樂（路廿四 17）：「自隱」的神（路廿四 22-24，約

廿 2，賽四五 15）→心靈黑夜（十架約翰） 

日期 / 時間 聚會 / 地點 主題 主持 

禮拜二 8:30am 長者團 (村副) 聖經人物 伍月婷 

禮拜三 8:00pm 祈禱會 (商副) 兒童區 周信宜執事 

禮拜四 10:00am 以斯帖小組 (村副) 查經 呂姑娘 

禮拜五 9:00am 家長英文班 (村副) 英文班、福音探討 
鄒嘉雯/鄺美珩/吳

婉茵傳道 



 

 

C. 仍存渴望（路廿四 13-14）：人生無常，生老病死，何處有

靠（約六 66-69）？  

III. 耶穌如何幫助兩人 

A. 指出自己必須經苦難（路廿四 26，參腓二 5-11）：先降後

升，十架→冠冕。 

1. 參羅十五 4、參彼前二 21、四 12－13、五 6，參徒十四 22，

來十二 1－3…… 

2. 心靈更新：神（聖靈）親作導師。非反智主義，亦非唯智

主義。讀經≠讀書，勿理性化，knowing≠becoming/being，

information≠transformation/reformation，應然（oughtness）≠

實然（isness）。整全的信仰＝orthodoxy（信念）+orthopathy

（情操）+orthopraxy（實踐）（參約五 39-40、七 17），要

有屬靈操練（默想、禱告、讚美…）。 

B. 啟示自己給兩人看（路廿四 30-32）： 

1. 主沒有離開（雖然事情還未解決），詩廿三 4。 

2. 開他們的眼睛：參王下六 15-17、弗一 15-19，看見（察覺）

主同在，paradigm shift。詩廿三 6（原來恩惠慈愛隨著

我…） 

3. 又想起與主同在的經歷，路廿四 32。辨別（discernment） 

IV. 結語：主果然復活，人生不再一樣（路廿四 34，參林前十

五 29-32、55-58）。 

 

小組思想題目 

1. 我們現在正面對挫敗沮喪嗎？是甚麼呢？ 

2. 主幫助兩個門徒的事跡給我們甚麼啟迪呢？ 

3. 主復活的事實怎樣幫助我們面對挫折沮喪呢？ 

 



 

 

講題：以馬忤斯路上 

經文：路 24:13-35 
13 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

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 

14 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 

15 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 

16 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 

17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他們就站

住，臉上帶著愁容。 

18 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知

道這幾天在那裏所出的事嗎？」 

19  耶穌說：「甚麼事呢？」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

個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20 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 

21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這事

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 

22 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 

23 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 

24 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

是沒有看見他。」 

25 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

太遲鈍了。 

26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 

27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

了。 

28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 

29 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你同我們住

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 

30 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 

31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 

32 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 
33 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

聚集在一處， 

34 說：「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35 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候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

述說了一遍。 



 

 

短頌：哈利路亞(世紀 552 首)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歌頌：榮耀歸基督(世紀 202 首) 

1. 榮耀歸基督，復活得勝王，戰勝死亡權柄，永無盡無窮。 

聖潔無瑕天使，打開墳墓門，破解纏身綑綁，留在它原處。 

2. 看啊！主耶穌從墓中復活，滿懷安慰臨近，驅除驚與悲。 

讓眾教會欣然，高唱凱旋曲，因祂乃永活主，死何足懼哉！  

3. 我眾今信靠尊貴生命王，祂若不來扶持，生命頓無依。 

靠主不滅大愛，必得勝有餘，領眾渡過約但，安然達天庭。 

副歌： 

榮耀歸基督，復活得勝王，戰勝死亡權柄，永無窮無盡。 

 

歌頌：主活著(世紀 205 首) 

1. 我事奉一復活主，祂今在世活著；我知道祂確活著，不

管人怎麼說；我見祂手施憐憫，我聞祂安慰聲，每次當

我需求祂，總必垂聽。 

2. 在我所處環境中，主愛常在我旁，雖然有時心煩惱，但

卻不會絕望，我知救主引領我，衝破狂風怒潮，不日我

主必再來，大顯榮耀。 

3. 歡樂！歡樂！眾聖徒都當揚聲歌唱，當歌唱哈利路亞，

永歸基督君王，祂是尋者的盼望，又是求者力量，無一

比祂更可愛，善良仁慈。 

副歌： 

基督！耶穌！救主今天活著！祂與我談，祂伴我走，生命

窄路同過；基督！耶穌！賜人得救宏恩；你問我怎知祂活

著，因祂活在我心。 



 

 

誦讀：詩 118：1-2, 14-24  

(啟)118: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

遠長存！ 

(應)118:2 願以色列說：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啟)118:14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

的拯救。 

(應)118:15 在義人的帳棚裏，有歡呼拯救的聲音；耶和華

的右手施展大能。 

(啟)118:16 耶和華的右手高舉；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應)118:17 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

為。 

(啟)118:18 耶和華雖嚴嚴地懲治我，卻未曾將我交於死

亡。 

(應)118:19 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 

(啟)118:20 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 

(應)118:21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

拯救！ 

(啟)118:22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應)118:23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合)118:2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

喜！ 



 

 

獻詩：歡呼歌頌 - 禧年詩班 

當向耶和華歡呼歌頌，全地萬民當同頌讚。高舉主聖名獻

上感恩，唱主的歌到永遠。 

當向耶和華歡呼歌頌，全地出聲唱不盡，歡喜稱謝讚美主

名，同聲宣揚主救恩。 

當用歡喜的號聲讚美，用角聲來讚美祂，鼓瑟彈琴頌主的

愛，唱樂歌來讚美祂。 

歡呼歌頌唱哈利路亞，讚美主，阿們，阿們。全地萬民同

頌主榮耀。讚美主，阿們，阿們。 

當用歡喜的號聲讚美，用角聲來讚美祂，鼓瑟彈琴頌主的

愛，唱樂歌來讚美祂。 

當向耶和華歡呼歌頌，全地萬民當同頌讚，高舉主聖名獻

上感恩，唱主的歌到永遠。 

歡呼歌頌讚美祂，讚美祂！ 
 

獻詩：高歌和散那(世紀 194 首) 兒童詩班 
1. 孩童高歌「和散那」，眾口齊聲歡唱，歌聲美妙極動聽，穿越

聖殿棟樑。主耶穌曾為祝福，擁他們在懷中，孩童天真齊歌
唱，獻上最美讚頌。 

2. 從橄欖山跟隨主在歡樂人群中；揮舞勝利棕樹枝，讚美聲清且
洪。掌管天地大主宰，謙卑騎驢前來，祂不蔑視眾孩童，竟
願溫順等待。 

3.「和散那歸至高神」，遠古歌仍頌唱，因基督是救贖主，也是
天上君王。讓我眾永讚頌祂，以心、以靈、以聲，與主同在
大歡欣，永遠快樂頌稱。 

 
 

 

 

 



 

 

回應詩：因祂活著(世紀 206) 

1. 神遣愛子，被稱為耶穌，降世為人赦罪治病； 

甚至捨命為贖我罪過，那空墳墓証明救主基督活着。 

2. 新生嬰孩懷抱在手中，何等安詳使人歡喜； 

但你確信這幼小生命，卻能面對着明天，因救主活

着。 

3. 當我走完人生的路程，面對死亡爭戰痛苦； 

救主為我戰勝了死亡，在榮耀中我見救主祂是活着。 

副歌： 

因祂活着，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着，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生命充滿了價值，只因祂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