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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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1:22-23＞  眾立 

歌頌  ＜千古保障＞世紀 81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聖靈之歌＞世紀 250首  眾坐 

誦讀  詩篇 119：137-144  眾坐 

獻詩  ＜服事鄰舍＞普天 595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歌羅西書 1:20-29＞  眾坐 

證道  ＜跟隨見證主基督＞  文燦潤牧師 

回應詩歌  ＜黑夜將臨快作工＞世紀 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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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燦潤牧師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主席 陳國智弟兄  司琴 區靜雯姊妹  司事長 蘇玉蓮姊妹 
講員 文燦潤牧師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劉學強弟兄、陳玉蓮姊妹 
讀經 林進馨姊妹  投影 鍾惠珍姊妹   林英才弟兄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19 年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日 



午堂 主日上午 11:00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詩篇 103:19、22＞  主席/會眾 

敬拜  ＜祢是王＞ACM   

  <主是安息港>道樂仕   

  ＜順服＞讚美之泉 19   

奉獻    主席 

讀經  ＜羅馬書 8:1-17＞  主席 

證道  ＜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  徐國榮執事 

牧禱    吳婉茵傳道 

家事分享    吳婉茵傳道 

殿樂  (安靜片刻)  司琴 

† 鼓勵各兄姊留步彼此交通、代禱 † 

     
主席 關幼珍姊妹  司琴 潘凱琳姊妹  司事長 鄭皓華姊妹 
講員 徐國榮執事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呂玉玲姊妹、何燕儀姊妹 

   投影 鄧俊傑弟兄   譚敏兒姊妹 
午堂當值同工 吳婉茵傳道 午堂當值執委 韋華顯執事 

 

小組問題 (早堂) 

1. 神的愛怎樣吸引你得著福音的盼望？ 

2. 你試過怎樣見證傳揚祂？ 

 

小組問題 (午堂) 

1. 你願意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嗎？ 

2. 你願意為這渴望付出代價嗎？ 

禱告事項 

1. 兒區下週主日有超過 70人參與親子戶外崇拜，求主賜給他們有合適

的天氣和平安的路程。 
2. 為你所認識在困苦或患病的肢體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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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給他的事奉。 

 2.選立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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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晚祈禱會為資訊部代禱，由葉志偉弟兄帶領，歡迎參加。(13/11
青少區及 20/11兒童區) 

* 4.優化崇拜安排:為幫助會眾更投入崇拜，由下個月起（12月），當早午
堂崇拜主席開始宣召時，禮堂玻璃門便會關上，直到禱告後，才會開
門讓會眾進入。之後，門仍會關上直到奉獻後。所以，請會眾盡力於
兩堂崇拜開始前到達禮堂，預備心靈迎見上帝。 

區部事項 

* 5.兒童區 ～ 下週主日（10/11）於禧年小學的兒童聚會暫停，鼓勵不參
與親子童遊敬拜的家長，帶同子女到禮堂參加崇拜。 

* 6.資訊部 
踏入 11月，2019年進入倒數階段，弟兄姊妹在這年終的時候，好好
回想這年有甚麼感恩或感謝主愛。"你們要讓基督所賜的和平在你們心
裏作主，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你們還要存感謝的心。"(歌羅西書 
3:15)現誠邀大家與我們一同分享生命中的美事，讓會眾一同經歷感恩
的心，請大家踴躍為十二月出版的<家訊>投稿，好讓大家在寒冬中感
受滿滿的愛，稿件可以電郵到 newsadmin@fuonbc.org，截稿日期為
11月 24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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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成人區 ～ 秋日旅遊：金秋城門棧道遊 
日期：11月 24日(日) 
集合時間及地點：下午 2:00於禧年小學門口等候區 
路線：大圍—下城門水塘—棧道—城門主壩—梨木樹 
收費：全免(交通費自備) 
截止報名：11月 17日中午 12:30 
詳情可聯絡成人區各小組組長或到報告板報名。 

內部事項 

* 9.會友朱阿萍姊妹於 22/10早上安息主懷，現定於 15/11(五)晚上 7:30
分在大圍寶福紀念館 4A妙如堂舉行安息禮拜，翌日(六)早上 10:30有
出殯儀節，請代禱及出席。 

mailto:newsadmin@fuonbc.org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早堂 117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20 人 

 午堂 89 人 兒童崇拜 10+33 人 粵韻 14 人 

主日學 3 班 34 人 青少崇拜 8+21 人 長者團 44 人 

主日早禱會 11 人 少年團 2+6 人 成人小組 1 組 5 人 

週三祈禱會 10 人   婦女區 40 人 

下週事奉人員(10/11)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早堂 
蔡明德 

牧師 
葉志偉 

弟兄 
李敏怡 

姊妹 
何頌謙 

弟兄 
韋華顯 

執事 
鄧素勤 

姊妹 
蘇玉蓮 

姊妹 

譚秀樺 

邱秀娥 

徐婉儀 

午堂 
黃美玉 

傳道 

廖岸然 

姊妹 
青少 ／ 

韋華顯 

執事 

何頌謙 

弟兄 

鄭皓華 

姊妹 

楊桂蓮 

湯浩然 

黃惠潔 

午堂當值同工 黃兆文傳道 午堂當值執委 鄺美珩姊妹 

 

教會行事曆 (十一月) 教會行事曆 (十二月) 

 3 日 執委會  1 日 執委會 

 10 日 公佈選立執事候選名單  21 六 禧小聖誕嘉年華、蒙福之旅派福袋 

 10 日 兒區戶外崇拜  21 六 沙田醫院報佳音 

 24 日 例會選立執事  22 日 聖誕福音主日 

 24 日 秋日旅遊  24 二 平安夜晚會及報佳音 

    29 日 例會、年終感恩聚餐 

    31 二 除夕感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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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程序內容 

【宣召】以弗所書 1:22-23 
主：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眾：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歌頌】千古保障(世紀 81 首) 

1 真神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將來希望，是人居所，抵禦風暴，
是人永久家鄉。 

2 在主寶座蔭庇之下，聖徒平安蒙福；惟賴神臂威權保護， 
永遠平安無慮。 

3 山川尚未發現之時，地球形成之前，遠目太初便有神在， 
永在無窮盡年。 

4 在神眼中億千萬年，猶如人間隔宿，恍若初聞子夜鐘聲， 
轉瞬東方日出。 

5 時間正似大江流水，浪淘萬象眾生，轉瞬飛逝，恍若夢境，
朝來不留餘痕。 

6 真神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將來希望，是我今生保護引領， 
是人永久家鄉。 

 

【歌頌】聖靈之歌(世紀 250 首) 

1 願聖子基督差遣聖靈與慈愛將你包圍； 
祂充滿你心使你靈得滿足。 
將憂慮交給恩主擔承，像鴿子的主聖靈， 
要降臨在你生命使你完全。 

2 一齊來歡欣高聲稱揚，喜樂充滿你心靈； 
舉起你雙手願降服在主名。 
主解開心中悲哀憂愁，醫治你以往傷痛， 
你要靠耶穌聖名進到永生。 

副歌： 
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 



【誦讀啟應文】詩篇 119：137-144 

(啟) 137 耶和華啊，你是公義的；你的判語也是正直的！ 

(應) 138 你所命定的法度是憑公義和至誠。 

(啟) 139 我心焦急，如同火燒，因我敵人忘記你的言語。 

(應) 140 你的話極其精煉，所以你的僕人喜愛。 

(啟) 141 我微小，被人藐視，卻不忘記你的訓詞。 

(應) 142 你的公義永遠長存；你的律法盡都真實。 

(啟) 143 我遭遇患難愁苦，你的命令卻是我所喜愛的。 

(合) 144 你的法度永遠是公義的；求你賜我悟性，我就活了。 

 

【獻詩】服事鄰舍(普天 595 首) 

1 主曾屈膝下跪，為門徒把腳洗，如奴僕，主竟獻出自己。 

2 鄰舍不分貧富，鄰舍不分種族，鄰舍不分遠近皆愛顧。 

3 我們當盡本分，服事愛顧相親，眾生皆都是你我鄰人。 

4 為愛應當屈膝，服役彷似奴隸，學效祢榜樣，主道奉行。 

副歌： 
耶穌，以愛來充滿我心，求教我如何去服事祢賜鄰舍。 

 

【證道講題及經文】 
跟隨見證主基督 歌羅西書 1:20-29 
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
－ 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 － 都與自己和好了。 

21 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 

22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
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23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致被引
動失去福音的盼望。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
下萬人聽的，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24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
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25 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神的道理傳
得全備， 

26 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 

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
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
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回應詩】黑夜將臨快作工(世紀 426首) 

1 黑夜將臨快作工，作工當趁早晨； 
朝露閃耀花放時，作工要辛勤； 
趁白日陽光明亮，努力作工不停； 
黑夜將臨快作工，夜臨工當成。 

2 黑夜將臨快作工，趁著太陽當空； 
盡心盡力去事奉，將來享安寧； 
光陰飛逝當愛惜，每分秒當善用； 
黑夜將臨快作工，夜臨工將停。 

3 黑夜將臨快作工，趁著暮色未深； 
白日將盡黃昏近，趕快傳福音； 
夕陽殘照仍努力，直到日影消失； 
黑夜將臨快作工，夜臨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