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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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12:4-5＞  眾立 

歌頌  ＜全能之神＞世紀 60 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如鹿切慕溪水＞世紀 66 首  眾坐 

誦讀  以賽亞書 65：17-25  眾坐 

獻詩  ＜憑信心領主餐＞世紀 521首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列王記下 5:1-14＞  眾坐 

證道  ＜打開生命經歷神＞  余振陵博士 

回應詩歌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世紀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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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美珩姊妹  司琴 湯羽君姊妹  司事長 蘇玉蓮姊妹 
講員 余振陵博士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鄧素勤姊妹、洪麗戀姊妹 
讀經 倪愛榮姊妹  投影 李嘉碧姊妹   邱秀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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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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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同心圓   

  ＜恩典之路＞讚美之泉 14   

奉獻    主席 

讀經  ＜列王記下 5:1-14＞  主席 

證道  ＜打開生命經歷神＞  余振陵博士 

主餐    蔡明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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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婉茵傳道  司琴 潘凱琳姊妹  司事長 鄭皓華姊妹 
講員 余振陵博士  音響 韋華顯執事  司事 潘啟儉弟兄、梁庫銘弟兄 

   投影 湯浩然弟兄   周鳳婷姊妹 
午堂當值同工 吳婉茵傳道 午堂當值執委 葉志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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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及午堂) 

1. 在你信主的年日中，甚麼事情讓你最深刻經歷到神的作為？又有沒有曾
經有過一些時候好像感受不到神在你身上的作為？ 

2. 你現時的生命中有沒有甚麼事情阻礙了你覺察神的作為？你是否準備
好向神打開生命的這些部份？ 

禱告事項 

為這城求平安 (耶 29:7下) 
1. 求榮耀之主揭露一切黑暗，顯明真理；更賜信徒智慧分辨善惡，並能

持守信仰。 
2. 懇求與人同在的主賜香港平安，引領我們經過幽暗，進入光明；又憐

憫及醫治一切身心靈受創者，使能早日回復安康。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有關選立執事，經選立執事提名委員會商討及與各被提名的弟兄姊妹溝通，
了解各人的處境及意願後，最終本屆沒有選立執事候選人。往後的安排，有
待執委會跟進。 

 2.週三晚祈禱會為兒童區代禱，由周信宜執事帶領，歡迎參加。(27/11 傳道
部及 4/12婦女區) 

 3.優化崇拜安排:為幫助會眾更投入崇拜，教會有以下安排：— 
3.1由 12月起，早午堂崇拜主席開始宣召時，禮堂玻璃門便會關上， 
  直到禱告後開放一次和奉獻後的講道時段讓會眾進出。鼓勵會眾於 
  兩堂崇拜開始前 10分鐘到達禮堂，預備心靈迎見上帝。 
3.2披肩放於禮堂門口，有需要可向司事借用。 
3.3簽到紙分為早午堂部份，大家簽到時請留意。 

區部事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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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個好
好回想這年有甚麼感恩或感謝主愛的好時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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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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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聖樂部 ～ 沙田醫院聖誕報佳音 
 日期：12月 21日(六) 
  時間：下午 2:00-5:00 
  地點：沙田醫院 
  有關詳情已張貼於報告板，歡迎參加，請到司事枱報名。 

內部事項 

 7.本堂招聘部份時間文員，有意應徵者可膳履歷或索取表格填寫，並於
24/11(日)前交回燕霞轉交人事組。 

  另教會需電腦(IT)技術維護義工，有恩賜技能事奉者，請向燕霞留名。 

* 8.袁玉梅姊妹母親袁劉群娣姊妹於 12/11/19 安息主懷，請為其家人及身後事
代禱，求主安慰。 

* 9.蔡明德牧師將於 11月 21至 23日放年假，若有需要可聯絡其他同工。 

mailto:newsadmin@fuonbc.org


上週聚會人數 
崇拜：早堂 116 人  (成人+兒童/青少) 禧年詩班 22 人 

 午堂 83 人 兒童崇拜 52+42 人 粵韻 13 人 

主日學 5 班 55 人 青少崇拜 合崇 長者團 36 人 

主日早禱會 10 人 少年團 2+6 人 成人小組 1 組 7 人 

週三祈禱會 8 人   婦女區 33 人 

下週事奉人員(24/11) 

 講員 主席 司琴 讀經 音響 投影 司事長 司事 

早堂 
陳大源 

牧師 
黃棣強 

弟兄 
潘凱琳 

姊妹 
李嘉碧 

姊妹 
韋華顯 

執事 
邱秀娥 

姊妹 
蘇玉蓮 

姊妹 

倪愛榮 

陳炳華 

梁惠娟 

午堂 
吳婉茵 

傳道 

陳沛林 

弟兄 

朱佳 

姊妹 
／ 

韋華顯 

執事 

鄧俊傑 

弟兄 

鄭皓華 

姊妹 

黃愈貞 

黎瑞卿 

袁玉梅 

午堂當值同工 吳婉茵傳道 午堂當值執委 徐國榮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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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日旅遊 ⚫ 22 日 聖誕福音主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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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12:4-5 
主： 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將他所行

的傳揚在萬民中，提說他的名已被尊崇。 
眾：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願這事普傳

天下。 
 

【歌頌】全能之神(世紀 60 首) 

1 大哉！我全能神！天地都聽命，雷聲、閃電，是祢號角、劍鋒； 
高居寶座，求祢賜下大憐憫，求賜平安，我主，我的神。 

2 深哉！我主妙愛！世人卻背棄，看輕真道，祢仍溫柔仁慈； 
快脫惡行，免得神烈怒降臨，求賜平安，我主，我的神。 

3 義哉！我主道路！世人卻偏離，聖潔恩言，卻是屹立不移； 
虛偽邪道，不能停留近祢身，求賜平安，我主，我的神。 

4 聖徒以感謝祭恭獻主座前，齊聲稱頌，祂救你脫風險； 
清歌妙韻，傳遍天地眾海洋︰「讚美我主，全地得平安。」 

 

【歌頌】如鹿切慕溪水(世紀 66 首) 

1 我的心渴慕神常同在，如同鹿切慕溪水。 
惟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望來敬拜祢。 

2 主捨棄天上君王寶座，為我好朋友、弟兄。 
我愛祢超過任何人，更勝過一切事情。 

3 我的心渴慕神勝金銀，只有祢滿足我心。 
惟有祢能賜真喜樂，祢是我眼中瞳仁。 

副歌： 
祢是盾牌堅固力量，我身心靈惟降服於祢， 

惟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望來敬拜祢。 

 

 



【誦讀啟應文】以賽亞書 65：17-25 

(啟) 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應) 18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
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 

(啟) 19 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
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 

(應) 20 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因
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 

(啟) 21 他們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種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 

(應) 22 他們建造的，別人不得住；他們栽種的，別人不得吃；因
為我民的日子必像樹木的日子；我選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
長久享用。 

(啟) 23 他們必不徒然勞碌，所生產的，也不遭災害，因為都是蒙
耶和華賜福的後裔；他們的子孫也是如此。 

(應) 24 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 

(合) 25 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塵土必作蛇的
食物。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
耶和華說的。 

 

【獻詩】憑信心領主餐(世紀 521 首) 

1 「憑信心領受聖體和寶血，念主為你捨身，洗淨罪孽；」 
得贖蒙恩，信主捨命流血，我心靈更新，獻頌揚、感謝。 

2 神獨生愛子基督成救恩，被釘十架，復生，戰勝死蔭； 
貴賤、尊卑皆能得贖蒙恩，偉大祭司親獻自己性命。 

3 耶穌將活水賜乾渴的心，屬天靈糧滿足饑餓的人； 
將來萬邦向主屈跪崇拜，創始成終的主今日同在。 

 



【證道講題及經文】 
打開生命經歷神 列王記下 5:1-14 
1 亞蘭王的元帥乃縵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大，因耶和華曾藉他使

亞蘭人得勝；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長了大痲瘋。 
2 先前亞蘭人成群地出去，從以色列國擄了一個小女子，這女子

就服事乃縵的妻。 
3 她對主母說：「巴不得我主人去見撒馬利亞的先知，必能治好他

的大痲瘋。」 
4 乃縵進去，告訴他主人說，以色列國的女子如此如此說。 

5 亞蘭王說：「你可以去，我也達信於以色列王。」於是乃縵帶銀
子十他連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 

6 且帶信給以色列王，信上說：「我打發臣僕乃縵去見你，你接到
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痲瘋。」 

7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說：「我豈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
呢？這人竟打發人來，叫我治好他的大痲瘋。你們看一看，這
人何以尋隙攻擊我呢？」 

8 神人以利沙聽見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發人去見王，說：「你
為甚麼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這裏來，他就知道以色列中
有先知了。」 

9 於是，乃縵帶著車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門前。 

10 以利沙打發一個使者，對乃縵說：「你去在約旦河中沐浴七回，
你的肉就必復原，而得潔淨。」 

11 乃縵卻發怒走了，說：「我想他必定出來見我，站著求告耶和華
－他神的名，在患處以上搖手，治好這大痲瘋。 

12 大馬士革的河亞罷拿和法珥法豈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嗎？
我在那裏沐浴不得潔淨嗎？」於是氣忿忿地轉身去了。 

13 他的僕人進前來，對他說：「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豈不做嗎？何況說你去沐浴而得潔淨呢？」 

14 於是乃縵下去，照著神人的話，在約旦河裏沐浴七回；他的肉
復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潔淨了。 

 
 



【回應詩】使我作祢和平之子(世紀 393 首) 
1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使用祢的愛， 

在憂傷之中傳送祢寬恕，在懷疑之中顯出祢信實。 
2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失望之處帶出祢盼望， 

在罪惡黑暗發出祢的光，在難過心靈播下祢喜樂。 
3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願寬恕別人好像祢寬恕， 

願施與別人好像祢施與，願燃燒生命得永遠生命。 

副歌： 
幫助我不要單單求安慰，更願意努力安慰幫助人， 

不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接受愛，更加願意付出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