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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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2＞  眾立 

歌頌  ＜讚美耶穌＞世紀 91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領我到髑髏地＞世紀 190首  眾坐 

誦讀  詩篇 119：97-104  眾坐 

獻詩  ＜真生命糧＞普天 447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路加福音 10:25-37＞  眾坐 

證道  ＜好撒瑪利亞人故事再思：愛信望下
的再聯/Reconnect＞  林耀輝傳道 

回應詩歌  ＜誰是我的鄰舍＞世紀 41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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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頌   蔡明德牧師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何艶娜姊妹  司琴 李敏怡姊妹  司事長 林進馨姊妹 
講員 林耀輝傳道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曾慕琼姊妹、林和君姊妹 
讀經 陳金愛姊妹  投影 劉學強弟兄   何麗珍姊妹 
預備主餐司事  鍾惠珍姊妹、郭桂琼姊妹、歐陽艶芳姊妹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19 年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主餐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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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獻作活祭>基恩敬拜   

  ＜生命在此＞世紀 355   

奉獻    主席 

讀經  ＜申命記 11:7-15＞  主席 

證道  ＜神的眼目時常看顧＞  蔡明德牧師 

主餐    蔡明德牧師 

家事分享    蔡明德牧師 

殿樂  (安靜片刻)  司琴 

† 鼓勵各兄姊留步彼此交通、代禱 † 

     
主席 黃文忠弟兄  司琴 朱佳姊妹  司事長 郭桂琼姊妹 
講員 蔡明德牧師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彭建群姊妹、李玉萍姊妹 

   投影 湯浩然弟兄   張恩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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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問題 (早堂) 
1. 跨界的愛：這撒瑪利亞人跨界的愛對你有何現實上的啟示？ 

2. 跨界的信：撒瑪利亞人–好 VS 祭司/利未人–不好，這扭轉性組合，

對活在撕裂中的我們有何信念的突破？ 

3. 跨界的望：主對律法師的邀請，給予我們在實踐上有何實現的希望？ 

 

 

小組問題 (午堂) 
1. 請分享你的人生是否像一塊神所眷顧的地─美好、寛闊、流奶與蜜？ 

2. 請分享要得神的眼目常看顧，人要如何配合或應具備甚麼條件？(申

11:8-9) 



禱告事項 

1. 求主賜我們信心，能持續為香港守望禱告：為一眾因社會動盪而影響生計

的人禱告，求主施恩憐憫，並供應一切所需；為一眾身體及心靈受傷的人

禱告，求主親自醫治與安慰。 

2. 感謝神為教會預備新同工，求主賜梁傳道身心靈健壯，以能及早適應教會

中的服侍。 

3. 踏進 2019年最後一季，求永恆主保守我們的心，一方面檢討與整理今年

在教會中的事奉，另一方面也開始為來年訂立事奉的目標及方向。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 

全教會事項 
1.本堂於 29/9/19 會友例會中通過接納梁世重傳道為本堂傳道人，其已

於 16/10/19 履任，歡迎他加入我們的教會。請大家為其感恩並禱告
記念梁傳道，願主賜福及加恩丶加力給他的事奉。 

 2.選立執事提名期為 10月 13-27日。提名者請向莫燕霞姊妹索取提名表
格。11 月 10 日公佈候選名單，11 月 24 日會友投票，1/1/2020 正式
上任，任期四年。 

 3.週三晚祈禱會為長者區代禱，由伍月婷姊妹帶領，歡迎參加。(30/10
成人區及 6/11資訊部) 

 區部事項 
4.成人區 
4.1全教會 40天讀經生活已於 10/10 正式結束，成績統計表已貼在壁
報板上，請自行填上相關資料，以作統計成績及預備小禮物之用。 

 4.2《聖經問答比賽》將於 27/10午堂崇拜後舉行，請踴躍參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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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時間：下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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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費及保險：大人$40、12歲以下小童$20（飲品、野餐食物自備） 
(報名表於報告版上索取，填寫後交予李嘉碧姊妹(April)，額滿即
止。) 

* 6.婦女區 ～ 夫妻節主題：「良人屬我，我也屬祂」 
日期：2019年 11 月 11日(一)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 - 九龍城嘉林邊道 39號 
當日有專車接送，集合時間晚上 6時，集合地點為大水坑免費車站，
歡迎夫婦或弟兄姊妹參加，請向何燕儀及呂玉玲姊妹報名，截止日期
為 11月 3日。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早堂 129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16 人 

 午堂 111 人 兒童崇拜 24+48 人 粵韻 - 

主日學 5 班 57 人 青少崇拜 合崇 長者團 37 人 

主日早禱會 10 人 少年團 1+5 人 成人小組 3 組 19 人 

週三祈禱會 10 人 婦女區 30 人   

下週事奉人員(27/10)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早堂 
何志彬 

博士 
李敏怡 

姊妹 
區靜雯 

姊妹 
李玉萍 

姊妹 
韋華顯 

弟兄 
何麗坤 

姊妹 
林進馨 

姊妹 

江慧萍 

蘇松發 

歐陽艶芳 

午堂 
何志彬 

博士 

陳沛林 

弟兄 

何諾禧 

弟兄 
／ 

韋華顯 

弟兄 

李麗嫦 

姊妹 

郭桂琼 

姊妹 

陳金愛 

盧紀玲 

關映虹 

午堂當值同工 吳婉茵傳道 午堂當值執委 伍月婷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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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2 
主：行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這人便為有福！ 
眾：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這人便為有福！ 
 

【歌頌】讚美耶穌(世紀 91 首) 

1 讚美！讚美！耶穌我親愛的救主；全地歌唱將主妙愛傳揚！ 
歡唱，歡唱，眾天使在高處歡唱；尊貴、榮耀都歸主聖善名！ 
如同牧人，耶穌保護祂小羊；主的膀臂終日懷抱牧養。 

2 讚美！讚美！耶穌我慈悲的救主；為我眾罪受苦流血死亡； 
主是磐石，是永遠救恩的盼望，讚美！讚美！耶穌被釘君王。 
高聲歌唱，耶穌擔當我憂傷，無比慈愛，何奇妙何高深！ 

3 讚美！讚美！耶穌我永遠的羔羊；天上群眾高歌唱和散那！ 
耶穌救主統治掌權直到永遠，加冕上主─先知、祭司、牧長！ 
基督降臨，戰勝世界眾罪惡！榮耀、權能都歸耶穌我王。 

副歌： 
讚美！讚美！傳揚祂無比的大愛；讚美！讚美！歡唱直到萬代！ 

 

【歌頌】領我到髑髏地(世紀 190 首) 

1 生命之主願祢作王，榮耀都歸於祢； 
使我莫忘祢荊棘冕；領我到髑髏地。 

2 讓我看見在祢墓前，門徒憂傷哭泣； 
光明天使看守侍候；等待救主復活。 

3 願像馬利亞清早起，預備來膏抹祢； 
讓我看見墓門已開；領我到髑髏地。 

4 主啊，我甘心又樂意，背十架跟隨祢； 
救主苦杯我願分嘗，因祢為我捨己。 

副歌： 
使我莫忘客西馬尼，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莫忘我主仁愛慈悲，領我到髑髏地。 



【誦讀啟應文】詩篇 119：97-104 

(啟) 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應) 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啟) 99 我比我的師傅更通達，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應) 100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訓詞。 

(啟) 101 我禁止我腳走一切的邪路，為要遵守你的話。 

(應) 102 我沒有偏離你的典章，因為你教訓了我。 

(啟) 103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合) 104 我藉著你的訓詞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獻詩】真生命糧(普天 447 首) 

1 滿載榮光主登寶座，死中首生，奏凱歌， 
惟獨上主堅固保障，求使子民同仰望。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耶穌，生命真天糧！耶穌，生命真天糧！ 

2 前來就主，謙恭敬拜，屈身尊崇主為大， 
求賜信心主道察認，免我粗疏不識神。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上主親臨顯妙身，上主親臨顯妙身。 

3 神子榮光深藏肉身，生於當年伯利恆； 
如昔天使歡呼歌頌：耶西枝條正發榮。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我們響應歌頌聲，我們響應歌頌聲。 

4 逾越羊羔一次獻呈，為眾犧牲贖舊盟， 
完備救恩赦我罪孽，永遠堅穩功不滅。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洗淨污穢居我心，洗淨污穢居我心。 

5 主賜生命嗎哪、天糧，靈磐遭擊出供養。 
唱和散那，天地歡慶，被殺羔羊配崇敬。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復活、高升、顯榮光，復活、高升、顯榮光! 



【證道講題及經文】 
好撒瑪利亞人故事再思：愛信望下的再
聯/Reconnect 路加福音 10:25-37 
25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

受永生？」 
26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是怎樣呢？」 

27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
愛鄰舍如同自己。」 

28 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29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 

30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
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 

31 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 

32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 

33 惟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裏，看見他就動了慈心， 

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
帶到店裏去照應他。 

35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
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 

36 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 

37 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回應詩】誰是我的鄰舍(世紀 410 首) 
1 群眾問道：「甚麼人可得關愛？甚麼人值得我看顧？」 

慈愛救主細細說，慢慢道出：「那困乏人需要愛。」 
啊！困乏人，需要愛。 

2 曾有旅客被賊人攻擊欺侮，於荒野裡等待死亡。 
有祭司和一個利未人經過。卻轉身去，不再回來。 
啊！轉身去，不再回來。 

3 正當苦痛盼有人安撫醫治，撒瑪利亞人來幫助。 
慈愛滿心安頓放置於旅店。這陌生人，照顧一切。 
啊！陌生人，照顧一切。 

4 我已知道，甚麼人可得關愛，甚麼人我應該看顧。 
慈愛救主清楚說，明明道出：「那困乏人需要愛。 
啊！困乏人，需要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