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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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婉茵傳道 
主席 蘇永耀傳道 
司琴 李敏怡姊妹 
錄影 湯浩然弟兄 
投影 劉學強弟兄 
讀經 鄺惠貞姊妹 
 

早堂-下週事奉人員(8/11) 
講員  余振陵博士 
主席 吳婉茵傳道 
司琴  蘇永耀傳道 
錄影 吳肇文弟兄 
投影 李麗嫦姊妹 
讀經  何頌謙弟兄 
 

 

 

 

 

 

 

早堂上午 9:15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眾坐 

宣召  詩 107:1-3, 8  眾立 

歌頌  ＜主愛超越＞世紀 79 首  眾立 

祈禱    眾立 

歌頌  ＜當轉眼仰望耶穌＞世紀 270 首  眾坐 

誦讀  太 23:1-12  眾坐 

獻詩  ＜彼此接納＞世紀 411 首  禧年詩班 

奉獻    眾坐 

信息經文 雅各書 3:1-12  眾坐 

證道  信言合一  吳婉茵傳道 

回應詩歌 ＜獻己於主＞世紀 346 首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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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一日 



 

 

 

 

小組問題： 

1. 試分享你言語失控的經歷。 

2. 有甚麼方法可以駕馭你的舌頭? 

 

  

午堂上午 11:00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宣召  詩 107:1-3, 8  主席/會眾 

詩歌敬拜  ＜擁戴祂為王＞世紀 4 首   

  祈禱   

  ＜如鹿切慕溪水＞世紀 66 首   

  ＜當轉眼仰望耶穌＞世紀 270 首   

奉獻    主席 

讀經  雅各書 3:1-12  主席 

證道  信言合一  吳婉茵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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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立 

殿樂  （安靜片刻）  司琴 

   � 鼓勵各兄姊留步彼此交通、代禱 � 

     
午堂-本週事奉人員 

  
  
  
  
  

講員 吳婉茵傳道 
主席 蘇永耀傳道 
司琴 朱佳姊妹 
錄影 鄧俊傑弟兄 

投影 韋華顯弟兄 



 

禱告事項： 

1. 感恩 11 月開始我們得以在禧小回復崇拜，求主繼續開路，讓我們逐

步開展更多的聚會空間。 

2. 為聘請青少傳道或青少福音幹事禱告，求主為教會預備合適的工人，

也幫助青區與未來同工有美好的合作。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 禧小實體崇拜:感謝主，下週主日（8/11）開始教會回復於禧小

的崇拜（暫時一堂成人崇拜）。請注意以下事項:- 

1.1) 時間:早上 10:00 

1.2) 報名:因一堂崇拜人數有限，教會會於每週星期一透過教會

whatsapp 及教會網頁發放報名的 QR Code，屆時會眾可直

接掃瞄 QR code 報名，額滿即止。（若額滿，教會會個別

通知未能獲得參與崇拜的會眾。） 

1.3) 因聚會前需要作防疫的程序，所以務請大家預早 15 分鐘回

到禧小。 

1.4) 未能參與實體崇拜的會眾，可於星期日下午到教會網頁索

取有關錄影連結（一週內有效）。因技術上的問題，崇拜直

播暫時停止，但教會仍會積極嘗試，求主幫助！ 

* 2. 週三晚（4/11）視像祈禱會為資訊部代禱，由何麗坤姊妹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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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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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資訊部： 

4.1 12 月份《家訊》主題: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過去一年，可曾有什麼事情讓你感到憂慮、惶恐、灰心、沮喪？是

疫情持續？社會不安定？經濟前景暗淡？教會生活驟變？…… 

新年將至，縱然前景依然不明朗，讓我們心意更新，拋開負面思緒，

把目光對準這位充滿慈愛和大能的父神，確信祂有更高更美的旨

意，懷著信心、順服的心和盼望邁向新一年，盡心盡力「向著標竿

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4) 。 

誠邀各位弟兄姊妹投稿, 分享你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心路

歷程，藉此互勉互勵。 

稿件形式:  

(1)文章，可附相關照片 

(2)照片加上簡短的文字描述  

(3)圖畫加上簡短的文字描述，尤其鼓勵家長引導子女一起製作親

子稿件。 

投稿請電郵到 newsadmin@fuonbc.org   

截稿日期為 11 月 29 日 。 

 

mailto:newsadmin@fuonbc.org


 

  4.2《聖經「憶起來」》 

背金句遊戲：儲存到 3 個或以上 WhatSticker 的参加者可得小禮

品一份，得獎名單如下: 

邱秀娥、鄧素勤、李麗美、呂玉玲、黃莉莉、鄺美珩、陳艷梅、 

廖岸然、袁思茗、李惠清、李欣珮、李麗嫦、何永芳、陳金愛、 

陳玉蓮、朱芷庭、陸巧柔、李文晞 、彭希哲。 

稍後會有專人通知領取小禮品。 

(無形的獎賞由天父直接頒發給願意熟讀牢記祂話語的所有參加

者。) 

 

* 5. 總務部： 

配合主日崇拜直播和副堂聚會的需要，總務部誠徵電腦顯示器

（24 吋或以上，支援 HDMI 輸入）。如果弟兄姊妹家中有閒置不用

的電腦顯示器或智能電視可以捐出，請與同工聯絡。 

 

 



 

收支簡報(截止 9 月 30 日） 

堂費 $48,266.20 2020 年 9 月份總收入 $271,649.50 

感恩 $21,900.00 2020 年 9 月份總支出 $207,506.10 

擴堂基金 $- 2020 年 9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64,143.40 

赤字奉獻 $- 2020 年 1-9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20,616.26 

差傳基金 $- 擴堂基金累積 $855,855.00 

神學基金 $100.00 差傳基金累積 $112,173.60 

上週奉獻

總數合共 

$70,266.20 神學基金累積 $67,437.00 

  疫情援助基金 10 月總收入 $- 

  疫情援助基金 10 月總發放 $1,000.00 

  疫情援助基金 8-10 月結餘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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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