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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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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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堂 主日上午 9:15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詩篇 1:1-3＞  眾立 

歌頌  ＜有一位神＞世紀 38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榮耀是主聖名＞世紀 13首  眾坐 

誦讀  詩篇 66：1-20  眾坐 

獻詩  ＜為教會合一禱告＞普天 507首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哥林多前書 11:2-6＞  眾坐 

證道  ＜還要蒙「頭」嗎?＞  吳婉茵傳道 

回應詩歌  ＜慈悲仁愛上帝＞世紀 276首  眾立 

牧禱    韋華顯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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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頌  蔡明德牧師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關幼珍姊妹  司琴 呂曼珍傳道  司事長 林進馨姊妹 
講員 吳婉茵傳道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吳啟源弟兄、王志明弟兄 
讀經 何頌晞弟兄  投影 鄧素勤姊妹   陳細珍姊妹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19 年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三日 



午堂 主日上午 11:00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詩篇 100:1、2、5＞  主席/會眾 

敬拜  ＜祢是配得＞讚美之泉 16   

  <蒙大恩蒼生當稱讚頌揚>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玻璃海   

奉獻    主席 

讀經  ＜哥林多前書 11:2-6＞  主席 

證道  ＜還要蒙「頭」嗎？＞  吳婉茵傳道 

牧禱    黃兆文傳道 

家事分享    黃兆文傳道 

殿樂  (安靜片刻)  司琴 

† 鼓勵各兄姊留步彼此交通、代禱 † 

     
主席 袁思茗姊妹  司琴 青少區  司事長 郭桂琼姊妹 
講員 吳婉茵傳道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黃美清姊妹、劉桂齡姊妹 

   投影 何頌晞弟兄   張詠弟兄 

午堂當值同工 黃兆文傳道 午堂當值執委 鄺美珩姊妹 
 

小組問題 (早堂及午堂) 

1. 蒙頭的吩咐背後有甚麼教導？ 

2. 你有甚麼方法令自己常降服於上帝的權柄下？ 

 

禱告事項 

1. 為選立執事的提名候選人及選舉程序安排祈禱，求主興起禧年堂更多
的弟兄姊妹，建立主的家，同心托展天國的使命！ 

2. 為 2020年未來教會的主題及發展方向代禱，求主帶領新一屆的執委

會新成員，讓禧年堂進入另一個新階段前進。 
3. 為不穩定的政局祈禱，信徒仍然堅守信仰及自己的崗位，期望政局能

早日化解，主佑香港。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 選立執事提名期為 10 月 13-27 日，被提名會友需得到 15 位會友聯

署支持，方為有效。有興趣提名者可由 10 月 13日開始，向莫燕霞姊
妹索取提名表格，選舉辦法及選立執事守則將會張貼於報告版。稍
後，在 11 月 10 日會公佈候選名單，11 月 24 日由會友投票選出，
1/1/2020 正式上任，任期四年。 

 2. 週三晚祈禱會為整體教會代禱，由蔡明德牧師帶領，歡迎參加。(23/10
長者區及 30/10成人區) 

* 區部事項 
3.成人區 
3.1《全教會 40天讀經生活》已於 10/10正式結束，「成績統計表」已
張貼在壁報板，參加者若已完成讀經，請自行在表上填上相關資料，
以作統計成績及預備小禮物之用。 

 3.2《聖經問答比賽》將於 27/10午堂崇拜後舉行，請踴躍參與。 

 4.兒童區 ～ 親子童遊敬拜 
青衣公園、汀九麗都灣泳灘 
日期:2019年 11月 10日(日) 
集合時間:早上 9 時 
集合地點:禧年小學有蓋操場 
內容:詩歌敬拜、聖經故事、集體遊戲、遊覽公園、戶外野餐 
回程時間:下午 4 時 
交通費及保險:大人$40、12歲以下小童$20（飲品、野餐食物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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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事項 
5. 第 25屆基督教聯合書展於 17/10/2019-23/10/2019在尖沙咀街坊福
利會禮堂（九龍彌敦道 136 號 A）舉行，免費入場，歡迎參觀。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早堂 142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15 人 

 午堂 108 人 兒童崇拜 10+26 人 粵韻 14 人 

主日學 2 班 27 人 青少崇拜 6+14 人 長者團 44 人 

主日早禱會 9 人 少年團 1+2 人 成人小組 9 組 56 人 

週三祈禱會 9 人 婦女區 32 人   

下週事奉人員(20/10)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早堂 
林耀輝 

傳道 
何艶娜 

姊妹 
李敏怡 

姊妹 
陳金愛 

姊妹 
韋華顯 

弟兄 
劉學強 

弟兄 
林進馨 

姊妹 

曾慕琼 

林和君 

何麗珍 

午堂 
蔡明德 

牧師 

黃文忠 

弟兄 

朱佳 

姊妹 
／ 

韋華顯 

弟兄 

湯浩然 

弟兄 

郭桂琼 

姊妹 

彭建群 

李玉萍 

張恩德 

午堂當值同工 蔡明德牧師 午堂當值執委 何永芳姊妹 

預備主餐司事 鍾惠珍姊妹、郭桂琼姊妹、歐陽艶芳姊妹  

 

 

教會行事曆 (十月) 教會行事曆 (十一月) 

⚫ 6 日 長者福音主日 ⚫ 3 日 執委會 

⚫ 6 日 執委退修會 ⚫ 10 日 公佈選立執事候選名單 

⚫ 13-27 日 選立執事提名期 ⚫ 10 日 兒區戶外崇拜 

⚫ 19 六 蒙福之旅派福袋 ⚫ 24 日 例會選立執事 

   ⚫ 24 日 秋日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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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程序內容 
【宣召】詩篇 1:1-3 
主：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眾：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歌頌】有一位神(世紀 38 首) 

1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2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歌頌】榮耀是主聖名(世紀 13 首) 

1 親愛救主，我敬拜你，傳揚祢恩典、大愛； 
祢有大能，祢是聖潔，榮耀是祢無比名。 

2 偉大救主，我主我神，全世界永恆之光， 
讓普天下萬國聖徒，永遠讚頌公義王。 

3 甘捨天上榮耀寶座，到罪惡羞辱十架， 
為要救贖世人靈魂，竟願死在各各他。 

副歌： 
榮耀，榮耀，榮耀是救主聖名！ 

榮耀，榮耀，榮耀是救主聖名！ 

 



【誦讀啟應文】詩篇 66：1-20 

(啟) 1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 

(應) 2 歌頌他名的榮耀！用讚美的言語將他的榮耀發明！ 

(啟) 3 當對神說：你的作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敵要投降你。 

(應) 4 全地要敬拜你，歌頌你，要歌頌你的名。（細拉） 

(啟) 5 你們來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 

(應) 6 他將海變成乾地，眾民步行過河；我們在那裏因他歡喜。 

(啟) 7 他用權能治理萬民，直到永遠。他的眼睛鑒察列邦；悖逆的
人不可自高。（細拉） 

(應) 8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神，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 

(啟) 9 他使我們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們的腳搖動。 

(應) 10 神啊，你曾試驗我們，熬煉我們，如熬煉銀子一樣。 

(啟) 11 你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 

(應) 12 你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豐富
之地。 

(啟) 13 我要用燔祭進你的殿，向你還我的願， 

(應) 14 就是在急難時我嘴唇所發的、口中所許的。 

(啟) 15 我要把肥牛作燔祭，將公羊的香祭獻給你，又把公牛和山羊
獻上。（細拉） 

(應) 16 凡敬畏神的人，你們都來聽！我要述說他為我所行的事。 

(啟) 17 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頭也稱他為高。 

(應) 18 我若心裏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啟) 19 但神實在聽見了；他側耳聽了我禱告的聲音。 

(合) 20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的慈
愛離開我。 

 

 

 



【獻詩】為教會合一禱告(普天 507 首) 

1 我主基督 ─ 父神愛子，十架拯救： 
深恩廣施 ─ 收納眾子民，求使分散教會合一，普世因此相信。 

2 我主祈求信徒合一，擘餅主筵顯明父旨，眾分嘗一餅。 
此餅竟成分割、歧異，豈能令人歸信！ 

3 求主釋放、赦免、更新，人心計畫、籌算無憑，靠主愛成就。 
事奉、禱告、向主獻身，因此領人回頭。 

4 齊按主旨順服莫拒，緊跟主徑，主方選取，謹遵主藍圖。 
盡消爭競，復和、饒恕，世界因此歸主。 

 

【證道講題及經文】 
還要蒙「頭」嗎？ 
哥林多前書 11:2-6 (新普及譯本) 
2 我很高興你們一直記掛著我，並且遵循我傳給你們的教導。 

3 然而我希望你們知道一件事：基督是每個男人的頭，男人是女
人的頭，而上帝是基督的頭。 

4 如果男人禱告或宣講上帝的信息時蒙頭，就是羞辱他的頭。 

5 但如果女人禱告或宣講上帝的信息時不蒙頭，就是羞辱她的
頭，如同剃光她的頭髮一樣。 

6 女人如果拒絶蒙頭，就應該把頭髮都剪掉﹗既然剪掉頭髮或剃
光頭對女人來說是恥辱，她就該蒙頭。 

 

【回應詩】慈悲仁愛上帝(世紀 276 首 2、4、5 節) 

2 慈悲仁愛上帝，我心輕忽真道，拒絕引導常漠視真理， 
自創虛謊暗晦，生活空虛暗昧，未在光中遵行祢旨意。 

4 慈悲仁愛上帝，耶穌犧牲性命，為人類完成赦罪恩典： 
求祢開恩赦免，施救恩、頒聖言，使我生活靠聖靈行善。 

5 慈悲仁愛上帝，我今屈膝主前，願聽命，能昂首跑天路； 
願我心今回轉，享平安、得赦免，蒙祢改變，得力跟從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