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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
短頌
宣召
歌頌
頌禱
歌頌
誦讀
獻詩
奉獻
信息經文
證道
回應詩歌
牧禱
家事分享
三一頌

＜聖哉主神＞世紀 550 首
＜出 15：2 上，18＞
＜萬代之神＞世紀 32 首 1–4 節
＜凡有氣息當讚美＞世紀 36 首 1 節
＜教會的慶典＞世紀 536 首
＜當一心信靠真神＞世紀 505 首
詩篇 16
＜神按計劃行事＞世紀 506 首
＜出 17：8–16＞
＜耶和華是我旌旗＞
＜信徒如同精兵＞世紀 507 首

小組詩班
眾立
眾立
眾立
眾坐
眾坐
禧年詩班
眾坐
眾坐
蔡明德牧師
眾立
蔡明德牧師
蔡明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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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舉十架(世紀 517)副歌
殿樂
(安靜片刻)
主席 呂曼珍傳道
講員 蔡明德牧師

眾立
蔡明德牧師
眾坐

司琴 區靜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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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永耀傳道
講員 黃葉引蘭師母

司琴 潘凱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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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一件有關神的能力曾在你生命中彰顯的事。
2.請說出基督徒生命得勝之道在於甚麼？若可以請分享其中一次的經
歷。

禱告事項
1.請記念教會崇拜直播的各項安排及測試，盼望能幫助會眾更投入敬
拜。
2.中小學將於下週 23/9 開始分階段復課，請繼續紀念學校的籌備及安
排，家長和學生的適應。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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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教會週六給予相
關連結。

*

2. 根據限聚令的放寬（4 人）
，商副及村副現有限度地開放給區部使
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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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週三晚（16/9）視像祈禱會為嗎哪小組代禱，由林英才弟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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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5.1 成人區
【40 日讀經運動】進入第三週，本週主要經卷為《腓利門書》及
《希伯來書》的前半部分。腓利門書其中一個主要訊息是寬恕和
接納，能夠做到真正的寬恕和接納，原因和方法只有一個--「為
基督做」
，正如主耶穌所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
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電子版【40 日讀經運動】及「心繫聖言常分享」奬賞計劃已上載
教會網頁，歡迎瀏覽及下載。
每週金句：腓利門書第 6 節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
基督做的。
5.2 合組聚會--【疫情加油站】
日期：9 月 20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3:30
以視像分享會形式進行，分享疫情期間的信仰經驗，藉以互相激
勵。敬請預留時間，一同參與，彼此守望。

*

5.3
【2020 年 10-12 月(視像)主日學課程】詳列如下；查詢或報名，
歡迎致電教會或聯絡組長。
星期日上午 11:00 至 12:00 時段
課程名稱

耶穌基督的比喻
[每週主日]

課程簡介

對象

耶穌基督的教導中三分之一是比喻 年長信徒
形式講述。
比喻的用意是將難明的真理，用人
所皆知的事物將之深入淺出地表達
出來，而且更能幫助人聽了有深刻、
難忘的記憶。

聖經背景：
聖經盛載了神向人類所傳遞的信
聖經歷史槪覽(六) 息，絕大部份聖經的記載，都有其
《主題：回歸、兩約 獨特時空的元素，了解這些時(歷
之間、新約時代》
史)空(地理)元素，有助於我們更
[4/10 - 20/12]
準確掌握神透過聖經所帶出的訊
逢第一、三週主日
息，本季課程將重點介紹以色列民
被擄七十年後回歸、兩約之間至新
約時期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背景。

有興趣
的信徒

導師
陳民
弟兄

林英才
弟兄

星期五晚上 8:15 至 9:30 時段
課程名稱
詩篇選讀：
同心傳頌永活神

課程簡介

對象

本季選讀的詩篇以讚美詩篇為主， 有興趣
是有關神子民如何以讚美、尊崇、 人士
感恩為祭回應神的揀選、救贖的恩
[9/10–27/11] 逢 典，同時讚嘆神的創造奇工所彰顯
週五
的榮耀權能等信息、認識特別是以
晚上 8:15-9:30
色列民曾經深深歷神恩典的帶領和
保守，並祂在歷史中施行拯救，以
公義、信實待他們。

導師
蔡明德
牧師
(助教：
沈琴姊妹、
何永芳姊妹)

* 6. 資訊部
8 月份家訊《金句重新記》的電子版存放於教會網頁
www.fuonbc.org ，歡迎瀏覽及下載閱讀。
而今期《家訊》的「聖經填字遊戲」截止日期為 9 月 20 日，如
欲參加請把握機會於限期前將答案交回資訊部 (以電郵或
WhatsApp 交回、或放入還書箱均可) 。
內部事項
7. 本教會之會友周年大會及例會將於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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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 ZOOM 連結已於 9 月 12 日週六發給會友。
8. 為日後更能將教會最新的資訊或消息，包括：教會崇拜的連結，
快速地WhatsApp會眾，教會已用whatsapp號碼 97206741邀請大
家將此號碼增加成為你手機上的聯絡人，並回覆確認以表示願意
接收教會的資訊消息。若沒有收到有關信息，請盡快與教會聯絡。
9. 感謝主，蔡明德牧師將於今年9月30日榮休，10月1日開始在本堂
任職部分時間牧師，並於9月10-30日放年假，休假期間若有要事
請聯絡其他同工。
* 10. 由於蔡牧師放年假，本月主餐將改為第四週主日（9月27日），由
當日的講員馮啟榮牧師（牧職神學院講師）帶領。已受浸的肢體
若未領取主餐杯餅套裝，可於辦公時間到商副領取。

收支簡報(截止 7 月 31 日）
堂費

$36,626.00 2020 年 7 月份總收入

$249,400.48

感恩

$1,350.00 2020 年 7 月份總支出

$180,165.49

抗疫援助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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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基金

$ 擴堂基金累積

$855,255.00

神學基金

$ 差傳基金累積

$101,773.60

上週奉獻

$38,2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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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9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