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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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事奉人員 
講員 呂曼珍傳道 
主席 袁思茗姊妹 
司琴 李敏怡姊妹 
錄影 湯浩然弟兄 
投影 鍾惠珍姊妹 
讀經 鄒嘉雯姊妹 
 

早堂-下週事奉人員(11/10) 
講員  蕭智剛博士 
主席  黃棣強弟兄 
司琴  區靜雯姊妹 
錄影  鄧俊傑弟兄 
投影  李麗嫦姊妹 
讀經  關幼珍姊妹 
 

 

 

 

 

 

 

早堂上午 9:15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賽 43:19, 20 下  眾立 

歌頌  ＜向主歌唱＞世紀 42 首  眾立 

頌禱  ＜稱謝耶和華的救恩＞世紀 69 首  眾立 

歌頌  ＜祢信實何廣大＞世紀 53 首  眾坐 

誦讀  詩 8:1-9  眾坐 

獻詩  ＜萬邦之歌＞世紀 493 首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可 8:22-25; 約 12:45; 14:7  眾坐 

證道  ＜你看見什麼了？＞  呂曼珍傳道 

回應詩歌 ＜開我眼睛使我看見＞世紀 334 首 1節  眾立 

牧禱    吳婉茵傳道 

家事分享   吳婉茵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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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十月四日 



 

午堂上午 11:00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賽 43:19, 20 下  主席/會眾 

敬拜  ＜讚美天上君王＞世紀 21 首 1 節   

  祈禱   

  <寶貴十架>讚美之泉   

  ＜祢信實何廣大＞世紀 53 首   

奉獻    主席 

讀經  可 8:22-25; 約 12:45; 14:7  主席 

證道  ＜你看見什麼了？＞  呂曼珍傳道 

回應詩歌  ＜開我眼睛使我看見＞世紀 334 首 1節  眾立 

牧禱    吳婉茵傳道 

家事分享    吳婉茵傳道 

祝福  ＜天天嘗主恩＞恩頌 459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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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午堂-下週事奉人員(11/10) 

 
 

 

 

小組問題： 

1. 回應主的提問：你看見什麼了？ 

2. 分享：2020 年的回應或 2021 年的展望。 

 

  

午堂-本週事奉人員 

講員 呂曼珍傳道 
主席 黃文忠弟兄 
司琴 朱佳姊妹 
錄影 鄧俊傑弟兄 

投影 湯浩然弟兄 

講員 蕭智剛博士 
主席 袁思茗姊妹/廖岸然姊妹 
司琴 蘇永耀傳道 
錄影 朱芷庭姊妹 
投影 何頌謙弟兄 



 

禱告事項： 

1. 求主引導，在疫情逐漸穩定下，讓教會可以回復於禧小的實體崇拜，

一起與眾在神的殿相聚並敬拜上帝。 

2. 記念教會明年的方向籌劃，賜教牧同工和眾執委智慧，一同藉上帝的

話塑造生命，將基督顯大。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 感謝主，經過有關傳道同工和弟兄姊妹的努力，崇拜直播於 10 月

開始，形式和時間與實體崇拜時相同：早堂 9 時 15 分及午堂 11

時正。鼓勵大家加入 Zoom 平台與眾參與崇拜直播，或自行同步

使用 YouTube 參與。相關連結於週六發放，屆時請留意教會

WhatsApp 或網頁的訊息。然而，請注意，每週崇拜的 YouTube 連

結只會於崇拜直播兩段時間及其後一週內有效。 

 2. 週三晚（7/10）視像祈禱會為兒童區代禱，由周信宜執事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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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成人區 

3.1【40 日讀經運動】進入到最後一週，本週的經卷為《彼得前

書》和《彼得後書》。彼得鼓勵為信仰遭受苦難和迫害的信徒忍

受苦難，在生活上表現出是屬於基督的人。靠著神面對信心的考

驗，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的恩。 

 

每週金句：彼得前書第五章第 7 節 

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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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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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 對象 導師 

耶穌基督的比喻 

[每週主日] 

 

 

 

耶穌基督的教導中三分之一是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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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長信徒 陳民 

弟兄 



 

聖經背景： 

聖經歷史槪覽(六) 

《主題：回歸、兩約

之間、新約時代》 

[4/10 - 20/12] 

逢第一、三週主日 

 

聖經盛載了神向人類所傳遞的信

息，絕大部份聖經的記載，都有其

獨特時空的元素，了解這些時(歷

史)空(地理)元素，有助於我們更

準確掌握神透過聖經所帶出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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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英才 

弟兄 

星期五晚上 8:15 至 9:30 時段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對象 導師 

詩篇選讀： 

同心傳頌永活神 

 

[9/10–27/11] 逢

週五 

晚上 8:15-9:30 

 

本季選讀的詩篇以讚美詩篇為主，

是有關神子民如何以讚美、尊崇、

感恩為祭回應神的揀選、救贖的恩

典，同時讚嘆神的創造奇工所彰顯

的榮耀權能等信息、認識特別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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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 

人士 

 

蔡明德 

牧師 

(助教： 

沈琴姊妹、 

何永芳姊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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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支簡報(截止 8月 31 日） 

堂費 $33,709.30 2020 年 8 月份總收入 $186,188.01 

感恩 $1,500.00 2020 年 8 月份總支出 $204,006.38 

抗疫援助 $- 2020 年 8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7,818.37) 

赤字奉獻 $- 2020 年 1-8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56,472.86 

差傳基金 $1,600.00 擴堂基金累積 $855,455.00 

神學基金 $- 差傳基金累積 $106,573.60 

上週奉獻

總數合共 

$36,809.30 神學基金累積 $63,437.00 

  抗疫援助金 1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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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