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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大家專心敬拜神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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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來賓：何麗娟)
報告（有*號的是新項目）
* (1) 請本堂會友出席 30/12 崇拜後例會，議程如下：
1. 委任何永芳於 2019 年出任成人區區長案
2. 聘任呂曼珍姑娘為部份時間傳道同工案
(2) 聖誕聚會︰
1. 聖誕福音主日將於 12 月 23 日崇拜舉行，主題︰自由飛翔，
講員︰鄧淑儀姑娘(基恩敬拜音樂事工負責人)，並由潘麗萍
姊妹分享她如何在幽谷中經歷神的愛和恩典，以戒掉幾十年
的賭癮。鼓勵弟兄姊妹領親友赴會。
2. 聖誕愛筵將於 12 月 23 日崇拜後在地下有蓋操場舉行，歡迎
弟兄姊妹參加，自由奉獻；弟兄姊妹若想參與此項事奉，可
以個人或小組為單位預備食物或膳後之清潔工作，請在禮堂
外壁報板填上名字。為環保緣故，請盡量自備餐具。查詢請
聯絡沈琴或張姑娘。
(3) 2019 年第一季主日學課程/興趣班將於 1 月 6 日開始，歡迎會
眾報讀，課程簡介可於司事枱取閱。請在禮堂外壁報板填上名
字。
(4) 傳道部：將於 22/12(六)10am–12:30pm 參加尖沙咀天星碼頭派
福袋，服裝請穿紅色上衣，歡迎弟兄姊妹加入，請向思茗或燕
霞姊妹報名。
(5) 成人區：
1. 成長班︰今天自由安排；23/12 聖誕聚餐。
2. 今天晚上 6:30～9:00 在地下有蓋操場，舉辦「尋找榮耀之
星」聖誕晚會，內容有美味輕食、精彩表演、敬拜讚美、短
講及遊戲，邀請弟兄姊妹攜同親友參加。
(6) 傳道部︰將於 12 月 24 日平安夜 9 時至 11 時於港鐵大水坑站
及富安花園報佳音，派福音單張。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有意者
請在禮堂外壁報板填上名字。查詢請聯絡袁思茗或張姑娘。
(7) 教會週三晚祈禱會為兒童區代禱由周信宜執事帶領，歡迎參
加。(26/12 公假暫停；2/1/2019 為傳道部代禱)。
(8) 14/9 第四季會友例會已通過明年 2019 年開始，本堂設立第二
堂崇拜。早堂：9：15–10：30 分；午堂：11：00–12：15 分
(9) 感謝主張育珍姑娘已在富浸禧年堂忠心事奉 17 年，明年一月
榮休，願主記念她手所作的工，並大大的賜福給她。
(10) 2018 年神家富浸禧年堂年終感恩會於 30/12 主日下午 2:00-4:30
在禧小有蓋操場舉行，請各肢體預備自己感恩及出席，一同獻
上感恩的祭。
* (11) 楊美玉姊妹安息主懷，於 28/12(五)大圍寶福紀念館 4 樓妙廣堂
7:30 安息禮拜，29/12 早上 10:30 有出殯儀節。請代禱及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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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8 日)聚會人數
長者團 33 人

詩班：

禧年詩班 18 人(主日上午 9:00)

婦女區 29 人

粵韻-人(每月二、四週四晚上 8:00)

主日學： 出埃及記 14 人

戰勝憂慮，平安福音 10 人

成長之旅
對觀福音與耶穌
約書亞記研讀 7 人
35 個的神跡 暫停
主日早禱會 13 人
主日崇拜 177 人
主日青少聚會 5+32 人
嘉賓 13 人
週三晚禱會 8 人
成長班 58 人
挪亞小組 9 人
收支簡報：
堂費

合神心意的領袖 7 人

兒童崇拜 11+34 人
小小詩班 1+6 人

$45,123.40

2018 年 10 月份奉獻

$181,149.50

恩

$2,000.00

2018 年 10 月份支出

$197,641.17

擴堂奉獻

$500.00

2018 年 10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6,491.67)

差傳基金

$1,500.00

2018 年 1-10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96,000.98)

神學基金

$1,300.00

擴堂累積

$836,855.00

赤字奉獻

$-

差傳累積

$103,098.60

神學基金累積

$41,437.00

感

上週(9/12)奉獻合共

$50,423.40

聚會預告：(請電 26421962 查問時間、地點)
商場副堂地址：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 1 樓 3 號舖)
村屋副堂地址：馬鞍山大水坑村 63 號地下
(或可瀏覽教會網頁：http://www.fuonbc.org)

每日禱告事項
1. 有關兩堂崇拜的宣傳（崇拜、主日學、成長班）陸續進行
中，求主感動人心來敬拜、來事奉祂，好使生命得著造就！
2. 記念 23/12 聖誕福音主日「自由飛翔」，求神賜鄧淑儀姊妹
的信息及潘麗萍姊妹的見證，能引領更多人悔改信主。
3. 16/12 成人區聖誕晚會、22/12 尖東派福袋、23/12 聖誕聚餐、
23/12 醫院報佳音、24/12 平安夜報佳音等聚會，求神使用。
12 月 16 至 12 月 22 日生日弟兄姊妹的芳名：趙崇曦、王施蓉、利張小燕、黃潔瑩、張詠

本主日崇拜後負責收拾禮堂：亞拉法小組
日期 / 時間
禮拜二(18/12)
禮拜二(18/12) 1
禮拜三(19/12)
禮拜四(20/12)

聚會 / 地點

主題

主持

8:30am 長者團

(村副)

聖經人物(大衛)

蔡明德牧師

10:30am 婦女天地

(村副)

服事週

-

8:00pm 祈禱會

(商副)

兒童區

周信宜執事

(村副)

查經週

張姑娘

10:00am 以斯帖小組

宣召：詩 98：1–6
98:1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他
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98:2 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
98:3 記念他向以色列家所發的慈愛，所憑的信實。地的
四極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
98:4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
98:5 要用琴歌頌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他！
98:6 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小組問題：
1. 迎接神家禧年堂，新一年年題：愛神丶愛人丶愛傳福音及第
二堂崇拜的設立，你會如何預備自己，請分享。
2. 分享你在 2018 年中，三項最感恩的事情，其中一項。

講題：當走的路
經文：書 3：1–17
3:1 約書亞清早起來，和以色列眾人都離開什亭，來到約旦河，
就住在那裏，等候過河。
3:2 過了三天，官長走遍營中，
3:3 吩咐百姓說：「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又見祭
司利未人抬著，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跟著約櫃去。
3:4 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相近，使你
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
3:5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
你們中間行奇事。」
3:6 約書亞又吩咐祭司說：「你們抬起約櫃，在百姓前頭過
去。」於是他們抬起約櫃，在百姓前頭走。
3:7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從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
眼前尊大，使他們知道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
同在。
3:8 你要吩咐抬約櫃的祭司說：『你們到了約旦河的水邊上，
就要在約旦河水裏站住。』」
3:9 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你們近前來，聽耶和華－你們神
的話。」
3:10-11約書亞說：「看哪，普天下主的約櫃必在你們前頭過去，
到約旦河裏，因此你們就知道在你們中間有永生神；並
且他必在你們面前趕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
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耶布斯人。
3:12 你們現在要從以色列支派中揀選十二個人，每支派一人，
3:13 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華約櫃的祭司把腳站在約旦河水裏，
約旦河的水，就是從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斷絕，立起成
壘。」
3:14 百姓離開帳棚要過約旦河的時候，抬約櫃的祭司乃在百
姓的前頭。
3:15 他們到了約旦河，腳一入水（原來約旦河水在收割的日
子漲過兩岸），
3:16 那從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極遠之地、撒拉但旁的亞當城那
裏停住，立起成壘；那往亞拉巴的海，就是鹽海，下流
的水全然斷絕。於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面過去了。
3:17 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旦河中的乾地上站定，以色列
眾人都從乾地上過去，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旦河。

歌頌：1. 真光照徹諸幽暗(世紀 150 首)
1.真光照徹諸幽暗，哈利路亞！
發射光輝到永恆，哈利路亞！
道成肉身降凡塵，哈利路亞！
光明新生賜世人，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2.神子基督今降生，哈利路亞！
萬物皆藉祂造成，哈利路亞！
救主榮光耀全地，哈利路亞！
充滿恩典、主真理，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一切相信祂的人，哈利路亞！
必要得救享永生，哈利路亞！
從神而生蒙憐憫，哈利路亞！
同沾主名造物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4.基督聖嬰已顯現，哈利路亞！
萬世萬代之冠冕，哈利路亞！
永生主道已來臨，哈利路亞！
引領子民歸向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歌頌：2.我神祢是何等奇妙(世紀 56 首)
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
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祢是我主宰，
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
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威榮，
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
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
3 但我亦願愛祢，主啊！祢是如此威嚴，
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
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
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
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
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

歌頌：3.虔守主餐(世紀 529 首)
1. 我們跪在主面前同擘餅，
我們跪在主面前同擘餅，當我雙膝跪下，
舉目仰望主光輝，上主啊，求憐憫我。
2. 我們跪在主面前喝主杯，
我們跪在主面前喝主杯，當我雙膝跪下，
舉目仰望主光輝，上主啊，求憐憫我。
3. 我們跪在主面前讚美神，
我們跪在主面前讚美神，當我雙膝跪下，
舉目仰望主光輝，上主啊，求憐憫我。

獻詩：安睡，羔羊(季節 P.32–38)
在那寂靜夜裡，嚴冬方冷，牧人定睛凝視馬槽小聖嬰。
眼中閃著驚奇，心中喜滿懷，輕聲敬拜讚美，
主耶穌聖嬰孩。輕聲我們讚頌。虔恭我們尊崇。
柔聲我們唱頌歌歸於新生王。
高聲唱和撒那來讚美全能王；
今夜卻當細語，「安睡，羔羊」。
小小至聖嬰孩，在今夜降生，賜平安，賜全地眾生。
主，我愛祢。願與祢相依，如同主，
祢多次扶持護衛不離。輕聲我們讚頌。虔恭我們尊崇。
柔聲我們唱頌歌歸於新生王。
高聲唱和撒那來讚美全能王；
今夜卻當細語，「安睡，羔羊」。
今夜卻當細語，「安睡，羔羊」。

回應詩：向高處行(世紀 339 首)
1. 我今前往高處而行，靈性地位日日高昇；
當我前行禱告不停，求主領我向高處行。
2. 世上充滿疑慮恐怖，非我所願常居之處；
別人或願世間久住，但我祈求更高之處。
3. 雖然魔鬼暗箭猛攻，世俗生活何足輕重！
憑信得聞快樂聲洪，天上聖徒所發讚頌。
4. 我必上升穹蒼極境，進入天堂榮華美景，
如今我靈祈禱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
副歌：
求主助我，使我堅定，憑信站在天上樂境；
我心嚮往更高之地，求主領我向高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