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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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迎見上帝
＜詩 26：1–3＞
＜快樂頌＞世紀 2 首
＜為萬國祈求＞世紀 415 首
太 16：21–28
＜耶利米哀歌 3：19–27＞
＜在絕境中仰望神＞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世紀 367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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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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阿們頌
殿樂

(安靜片刻)

眾立
蔡明德牧師
眾坐

主席 何永芳姊妹

司琴 區靜雯姊妹

講員 徐國榮執事

音響/投影/攝錄 韋華顯弟兄/黃家聲弟兄

湯浩然弟兄/鄧俊傑弟兄
下週事奉人員：
主席 廖岸然姊妹
講員 何志彬博士

司琴 蘇永耀傳道
音響/投影/攝錄 韋華顯弟兄/黃家聲弟兄

湯浩然弟兄/鄧俊傑弟兄

小組問題
1. 在前路暗晦不明的日子，你如何能在每一早晨因仰望神而歡欣?
2. 你如何理解耶和華是你的分，在七窮六絕之間仍能心滿意足?

禱告事項
1. 為教會「四十日讀經運動」禱告：求主激勵我們愛慕真理，讓我
們經歷祂的話語是我們生命的糧，是拯救我們靈魂的道。
2. 這一刻，我們想起哪一位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很深的人呢？是我
們的家人朋友？醫護人員？確診者？保安員？清潔工人？速遞
員？露宿者？科學家？公共政策的決策者？失業人士？⋯ ⋯ 請為
他們禱告，求主保守他們身心安全。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

1. 1因疫情緣故，由年初到現在，教會都是預錄崇拜聚會。雖然，參
.與網上播放的崇拜帶來時間上的彈性，卻減低了群體敬拜的意
識。有見及此，教會計劃由9月開始於Zoom平台中播放崇拜，時
間與實體崇拜時一樣，分別於逢主日早上9時15分及11時正，鼓
勵弟兄姊妹在聚會開始前15分鐘進入ZOOM交流與問安，在聚會後
彼此分享(回應信息、分享近況)及感恩代禱。（YouTube連結暫
時會繼續如常發出。）
會眾可自行先於 App Store 下載 zoom 軟件，待組長於週六晚給
予相關連結。
2. 2商副及村副暫時不開放（商副辦公時間有同工當值），直至另行
.通知。

3. 4教會現設立多了一個奉獻途徑，會眾除了用現金、支票或轉賬
.外，也可將獻金以「轉數快」形式呈獻，詳情如下：—
名稱: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FU ON BAPTIST CHURCH HAY NIEN CHAPEL」
號碼:014-695-1-032395-7
中國銀行戶口
FPS 號碼（辨別碼／識別碼）:1668 50420
然後將有關電子存款記錄單據 whatsapp 至教會電話
97206741，並寫明有關資料：奉獻者姓名、聯絡電話、
奉獻類別(堂費、感恩、擴堂、差傳、神學或其他)。
4. 於疫情期間，有見教會內偶有弟兄姊妹和服事對象面對不同的
經濟困難，所以教會現成立「疫情援助基金」
，盼望給予他們一
點愛心的支持。會眾可從一般奉獻途徑捐獻，並寫明是給「疫
情援助基金」
。教會收到捐獻後，會轉為超市禮劵形式給予受助
人。另外，若知道有會眾需要上述基金的援助，可聯絡傳道同
工或終身執事跟進。
*

5. 5週三晚（2/9）視像祈禱會為執委會代禱，由徐國榮執事帶領。
.會眾可自行先於 App Store 下載 zoom 軟件，待組長於週三晚給
予相關連結，到了晚上 8:15 便可點擊進入，同心禱告。

區部事項
6. 成人區
*

6.1 本堂【40 日讀經運動】將於 9 月 1 日正式開始，是次選讀經
卷乃由《提摩太前書》到《彼得後書》
，合共 40 章，參加者須按
日靈修指定經文，至 10 月 10 日完成；電子版已在 29/8 上載教
會網頁，歡迎瀏覽。

今年特設「心繫聖言常分享」奬賞計劃，以三重賞識(優異獎、
傑出獎和榮譽獎)，鼓勵及表揚會眾積極參予和分享。
計劃詳情：每日讀經一章得 1 分；在聚會中分享讀經感受 - 每
次分享得 1 分；以文字分享讀經感受交組長/區長 - 每篇得 2 分
(註：稿件將結集成小冊子)。
總分：
36-40 分--->【優異獎】
；
41-45 分--->【傑出獎】
；
46 分或以上--->【榮譽獎】
；
得獎者按其所屬奬項將獲頒小禮物一份。
成績統計將在活動完結後透過組長/區長、以及表單連結收集，
頒獎日期容後公佈，敬請留意。
*另與資訊部合辦「憶起來」背金句遊戲 (詳情請參閱資訊部報
告)。
6.2 主日學 ～ 詩篇選讀:同心傳頌永活神
日期：10 月 9 日(8 堂)
時間：逢星期五晚上 8:15 至 9:30
地點：以視像形式進行
導師：蔡明德牧師
助教：何永芳及沈琴姊妹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請致電回教會辦公室報名或向各組長報名

7. 9資訊部
.7.1 8 月份家訊《金句重新記》的電子版已存放於教會網頁
www.fuonbc.org，歡迎瀏覽及下載閱讀。
*

7.2 聖經「憶起來」------背金句遊戲 2020:在全教會「40 日讀
經運動」期間(9 月 1 日~10 月 10 日)同步進行為期 6 個星期的背
金句遊戲，参加者每星期邀請一人或多個人專心聆聽自己背誦金
句，聆聽者條件不限(即任何人、任何地方和時間)，藉此把神的
話牢記於心。活動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 www.fuonbc.org )。

內部事項

*

8. 本教會之會友周年大會及例會將於2020年9月13日(主日)午堂崇
拜後，下午12時30分於ZOOM舉行，以商討及通過下列事項：
會友週年大會議程：
1.省覽並接納經審核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及核
數師報告案。
2.委任吳文達會計師事務所為本會2020年度財務報表之義務核
數師案。
下主日會刊登相關 ZOOM 連結於程序表，請會友留意。

收支簡報(截止 7 月 31 日）
堂費

$32,101.00 2020 年 7 月份總收入

$249,400.48

感恩

$1,600.00 2020 年 7 月份總支出

$180,165.49

抗疫援助

$- 2020 年 7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69,234.99

赤字奉獻

$- 2020 年 1-7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74,291.23

擴堂基金

$- 擴堂基金累積

$855,255.00

差傳基金

$- 差傳基金累積

$101,773.60

上週奉獻

$33,701.00 神學基金累積

$59,337.00

總數合共
教會中國銀行戶口
名稱: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FU ON BAPTIST CHURCH HAY NIEN CHAPEL
號碼:014-695-1-032395-7
「轉數快」
：FPS 號碼（辨別碼／識別碼）:1668 5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