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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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肇文先生(神學生) 
主席 何艷娜姊妹 
司琴 李敏怡姊妹 
錄影 湯浩然弟兄 
投影 鄧素勤姊妹 
讀經 彭建群姊妹 
 

早堂-下週事奉人員(25/10) 
講員  徐國榮執事 
主席  葉志偉弟兄 
司琴  區靜雯姊妹 
錄影 鄧俊傑弟兄 
投影 邱秀娥姊妹 
讀經  李嘉碧姊妹 
 

 

 

 

 

 

 

早堂上午 9:15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詩 99:1-5  眾立 

歌頌  ＜榮耀大君王＞世紀 27 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主耶穌，我曾應許＞世紀 338 首  眾坐 

誦讀  太 22:15-22  眾坐 

獻詩  ＜懇求教我聽主聲音＞世紀 348 首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希伯來書 12:14-17(新漢語譯本)  眾坐 

證道  緊跟主  吳肇文先生 

回應詩歌 ＜向高處行＞世紀 339 首  眾立 

主餐   蔡明德牧師 

牧禱    梁世重傳道 

家事分享   梁世重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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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餐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八日 



 

午堂上午 11:00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詩 99:1-5  主席/會眾 

詩歌敬拜  ＜敬拜主＞世紀 49 首   

  祈禱   

  ＜因祂活着＞世紀 206 首   

  ＜主耶穌，我曾應許＞世紀 338 首   

奉獻    主席 

讀經  希伯來書 12:14-17(新漢語譯本)  主席 

證道  緊跟主  吳肇文先生 

主餐    蔡明德牧師 

牧禱    梁世重傳道 

家事分享    梁世重傳道 

祝福  ＜天天嘗主恩＞恩頌 459 首  梁世重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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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 

 

小組問題： 

1. 現今面對眾多困難和挑戰，你仍然持守信仰並且繼續聚會，是什麼

原因令你繼續跟隨主呢？ 

2. 在你生命中，有什麼世俗的事是會影響你跟隨神呢？ 

 

  

午堂-本週事奉人員 

講員 徐國榮執事 
主席 黃棣強弟兄 
司琴 蘇永耀傳道 
錄影 吳肇文先生(神學生) 
投影 何頌謙弟兄 

講員 吳肇文先生(神學生) 
主席 蘇永耀傳道 
司琴 潘凱琳姊妹 
錄影 謝尚延弟兄 

投影 韋華顯弟兄 



 

禱告事項： 

1. 求主帶領教會與禧年小學的磋商，有關教會返回小學禮堂崇拜的行

政事宜。 

2. 求主指引執委與同工們，一起為明年的事工計劃尋求神的旨意。願

我們在這世代中作基督和平的使者、福音的代表並神恩典的出口，

在社區中為神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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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關當日兩堂崇拜的連結錄影，會於

主日下午上載教會網頁（一週內有效）。 

* 2. 週三晚（21/10）視像祈禱會為雲彩小組代禱，由郭桂琼姊妹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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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聖言常分享」奬賞計劃成績統計，可於 10 月 25 日前，

透 過 組 長 / 區 長 、 及 以 下 表 單 連 結

( https://forms.gle/q9kGaX2tjL3hB3zv6) 遞交，頒獎日期容後

公佈。 

*  3.2 聖經問答比賽將於 11 月 8 日崇拜後 12：30-14：00 舉行，與

往年一樣以隊制形式進行。每隊人數為 5 至 10 人，報名可將隊伍

名單及聯絡人姓名，以 WhatsApp 傳送到 97206741，或致電

26421039 與教會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為 11 月 3 日(星期二)。 

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及踴躍組織隊伍參與。 

 

  

  3.3 秋季旅行通告: 梅花古道行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一) 

8:45am 至 12:00pm 

路線: 富安花園起步，終點於廣源邨 

活動詳情: 參閱教會網址或教會 WhatsApp 的通告 

報名: 網上連結 https://forms.gle/fgSVACU4FTagqhPaA  

* 4. 資訊部 

《聖經「憶起來」》背金句遊戲: 活動已結束,參加者請把儲存到的

WhatSticker(貼圖)數目報給所屬小組的組長,請組長滙總通知資

訊部鄧 素勤姐 妹。尚 未加入 小組的 會眾可 把儲存 到的

WhatSticker( 貼 圖 ) 數 目 以 電 郵 通 知 資 訊 部 

(newsadmin@fuonbc.org)。 

截止日期：10 月 25 日 

https://forms.gle/q9kGaX2tjL3hB3zv6
https://forms.gle/fgSVACU4FTagqhPaA
mailto:newsadmin@fuonbc.org


 

內部事項 

* 5. 會友催榮峰弟兄與劉嘉韻姊妹於 18/10 主日舉行結婚典禮。願主

賜福給他們，幫助他們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 6. 會友王粉清姊妹（許偉嫻姊妹母親）於 07/10 清晨安息主懷，息

了在地上的勞苦。現定於 20/10（星期二）早上 11:30 於聖安德

烈堂（尖沙咀彌敦道 138 號）舉行安息禮拜。請禱告記念，求主安

慰其家人！ 

 

收支簡報(截止 8 月 31 日） 

 

堂費 $19,670.00 2020 年 8 月份總收入 $186,188.01 

感恩 $550.00 2020 年 8 月份總支出 $204,006.38 

擴堂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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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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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00 神學基金累積 $63,437.00 

  疫情援助基金 9 月總收入 $700.00 

  疫情援助基金 9 月總發放 $3,000.00 

  疫情援助基金 8-9 月結餘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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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