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父親節主餐暨福音主日崇拜程序
本週 2019 年 6 月 16 日
序樂

朱佳姊妹

詩歌敬拜

關幼珍姊妹

1. 聖靈之歌(世紀 250)
2. 願那靈火復興我(世紀 252)
3. 陶造我生命(頌樂樂 62)
奉獻

關幼珍姊妹

讀經: 使徒行傳 16:25-32

關幼珍姊妹

見證

許經賞弟兄

證道

黃兆文傳道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經文: 使徒行傳 16:25-32
回應詩歌: 沒有
主餐

蔡明德牧師

家事分享：牧禱、歡迎新朋友、報告、祝福歌

蔡明德牧師

司事

司事長：鄧心敬姊妹
司事：利國堂弟兄、黃潔貞姊妹、黎北好姊妹

投影

湯浩然弟兄

影音

韋華顯執事

當值同工

蔡明德牧師

當值執委

何燕儀姊妹

下週事奉人員 2019 年 6 月 23 日
講員

陳凱欣博士

司事

司事長：鄧心敬姊妹
司事：李麗美、徐婉儀、鄒嘉雯

主席

鄭櫻喬姊妹

投影

鄧俊傑弟兄

司琴

潘凱琳姊妹

影音

韋華顯執事

當值同工

黃兆文傳道

當值執委

李敏怡姊妹

小組問題
1. 保羅和西拉為信仰受苦被囚在監中，你有沒有嘗過為主受苦的經驗？
2. 信仰成長中，有沒有家庭成員“幫助你"或“阻礙你”返教會認識基督的信
仰？
代禱
1.政府意決執行修例，加劇香港市民的不滿情緒。祈求掌管萬有的主讓管治者能
體察民情，有智慧及按序推動政改。更祈求恩主賜基督群體有堅定信心去為
所居住的城市守望禱告。
2.感謝神帶領富浸上半年的分堂崇拜，祈求恩主繼續引導下半年都能暢順，讓肢
體藉參與不同的事奉得著堅固與成長。
3.禧小的暑假活動已陸續開展，求永恆主保守同工和弟兄姊妹們身心靈健壯；
並讓學生及家長在活動中不但身心舒暢，更能藉以認識真理。
家事分享
(1) 本教會之會友周年大會將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下午 1 時 30 分主日崇拜後
在禧年小學禮堂舉行，以商討及通過下列事項 :
(一). 會友週年大會議程：
1. 省覽並接納經審核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及核數師
報 告 案 。 ( 為 減 少 用 紙 ， 請 於 2019 年 6 月 04 日 到 網 址 ：
https://www.fuonbc.org/2019/06/1-1-2018-to-31-12-2018)
2. 委任吳文達會計師事務所為本會 2019 年度財務報表之義務核數師
案。
(二). 例會議程：
1. 選立執事守則修訂案
2. 區部重組及選舉辦法案
3. 報告：聘請部份時間文員
(2) 教會週三晚祈禱會為俄梅戛小組代禱，由孔秀雲姊妹帶領，歡迎參加。
(26/6 整體教會及 3/7 執委會)
(3) 20 週年堂慶
30/6/2019 早上 11:00 合堂崇拜，完結之後有全教會的自立 20 週年堂慶
大合照，請各位留步一同參與合照，以作廿週年特刊之用。

* (4) 本週(16/6)主日學
10:45-11:45 出埃及記
11:00-12:00 聖地地理槪覽(二)
下週(23/6)主日學/興趣班
9:30-10:30 聖經疑難 Q & A
10:45-11:45 出埃及記
10:45-12:00 *沙畫體驗班 (成人班)
11:00-12:00 踐行佈道的生命
12:15-1:15 *沙畫體驗班 (兒童班)
12:30-1:30 近代中國教會史
*【沙畫體驗班】
1. 內容：學習沙畫的基本技巧及故事
2. 每班人數最多 12 位。
3. 基本開支每人$40，班上可作自由奉獻。

609 室
605 室
605 室
609 室
605 室
606 室
605 室
暫停

4. 報名請聯絡燕霞(Noel)同工。
(5.1) 「小一來了」孩子進入小一，家長應如何準備？
日期：2019 年 6 月 23 日(日)
時間：早上 10:45-12:15
講員：盧韻誼老師（禧小資深小一老師）
地點：禧小５樓５０５室
（請登入 QR Code 報名，若有查詢，可聯絡周信宜執事或吳姑娘。）
(5.2) 「非一般暑假的暑假活動」
活動：
「假如我的腳不能走路」
「親親小動物計劃」
「劏房設計師」
「Switch Game 對戰」
「西貢青協黃昏營」
(報名表可於報告版上索取，填寫後交予李嘉碧姊妹(April)，額滿即止。)
(5.3) 兒童區 :「T-Park 源˙區、屯門共融遊樂場」活動今天下午 1:15 在本
校集合出發。

* (6) 2019 年度禧小夏令聖經班(家長班)
日期：2019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至四）
時間：早上 9:15-下午 12:15
地點：禧小視藝室（４樓）
費用：一場每位$40、兩場$80、三場$100
題目

七月二日(二)

七月三日(三)

七月四日(四)

拉筋「心」體驗

咖啡製作談情緒

讀書記憶法

講員 何志彬博士
黃兆文傳道
報名方法：掃瞄 QRcode，填寫電子表格報名。
繳費方法：會以電話或 whatsapp 通知已獲留位，再安排收費。
（詳情請參與報告版海報，若有查詢，可聯絡吳姑娘）
(7) 成人區：23/6/19 午堂崇拜後（12:15-13:30）舉行華哈五色匙工作坊，
當中會教我們如何使用傳福音工具華哈五色匙及實踐個案見證分享、示
範、操練等。歡迎參加。

* (8) 1. 今天 16/6 是父親節福音主日崇拜，本堂敬備小禮物致送給各位父親，
祝願所有父親：主恩豐盈 滿屋溫馨
2.《2019 年第三季(7-9 月)主日學/興趣班總覧表》已張貼在壁報板上；
另亦印備簡介單張在司事枱，歡迎取閲。
(9) 7-9 月崇拜事奉人員輪值表已張貼壁報板上，請肢體留意，如有問題可
與組長聯絡。
另崇拜職事季會將於 23/6 上午 10：20 於禮堂舉行，請相關的肢體預留
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