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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序樂
宣召
敬拜

（預備迎見上帝）
路 1:46b–55
＜天使向童貞女顯現＞世紀 123 首
祈禱
＜信徒齊來頌讚＞世紀 108 首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讚美之泉

奉獻
獻詩
信息經文
證道
牧禱
家事分享
祝福
殿樂

本週事奉人員
講員
吳婉茵傳道
主席
袁思茗姊妹
司琴
蘇永耀傳道
錄影
鄧俊傑弟兄
投影
何志彬博士

＜以馬內利＞世紀 117 首
雅各書 5:7-11
盼望中的忍耐

＜天天嘗主恩＞恩頌 459 首
（安靜片刻）

司琴
主席/會眾

主席
詩班
主席
吳婉茵傳道
吳婉茵傳道
吳婉茵傳道
吳婉茵傳道
司琴

下週事奉人員(20/12)
講員 徐國榮執事
主席 蘇永耀傳道
司琴 區靜雯姊妹
錄影 湯浩然弟兄
投影 何志彬博士

～ 崇拜直播溫馨提示 ～
 先找一處安靜的環境準備好上網的電腦/電話，確保電量充足和保持在線
 穿整齊衣飾敬拜
 當崇拜進行時，不隨意離開/轉換視頻/回覆來電
 同心參與唱頌、禱告、讀經，及按主席指示站立或坐下

小組問題：
1. 眾先知的受苦給你有甚麼安慰?
2. 你會如何實踐雅各書的教導?

禱告事項：
1. 請繼續記念香港的疫情發展。為自己和身邊的人能夠有持久堅定抗
疫的心志和行動禱告。
2. 請紀念在現今的疫情和社會情況底下，我們一同學習適應新的聯繫
和互動模式，彼此守望激勵，繼續追求成長。

家事報告 (*新一項目)
全教會事項
1.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再次嚴重，根據政府最新的憲報，宗教活
動沒有限聚令的豁免，所以本堂由 12 月 2 日起所有實體的聚會
轉為網上進行，而疫情期間，教會亦作出相關的安排如下，務請
留意：—
1.1 主日成人崇拜直播：仍保持早上 10 時一堂成人崇拜直播，
請留意教會 WhatsApp 或網頁每週所發放的相關連結。
1.2 商副及村副暫不開放借用
1.3 於富安商場辦工室每天會有一位同工輪值，其他同工會留在
家居工作，若須聯絡某位同工，可自行聯絡或請當值同工轉達。
* 2. 2.1 週三晚（16/12）視像祈禱會為長者區代禱，由伍月婷姊妹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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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30/12 的視像祈禱會將改為 31/12，願我們的禱告與感恩同
於除夕感恩晚會上呈獻予上帝。

* 3. 信徒靈命塑造系列：經歷神
導師：吳婉茵傳道、何志彬博士、蘇永耀傳道
日期：2021 年 1 月至 3 月(每月 1 堂，可選擇每月的第一週／第
二週／第三週)
時間：星期四晚 8:30-9:45 (每月 1 堂，共 3 堂)
(ZOOM 視像教授)
內容：「親身經歷才能真正認識神」
「經歷神的七項客觀實況」
「神致力與你建立愛的關係」
報名：成人區的組員—請向組長報名；
非成人區組員—請透過 QR code 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12 月 27 日)
* 4. 富浸家 2020 除夕感恩晚會短片徵求
4.1 簡介：是次感恩晚會會用 ZOOM 視像進行，為了畫質及聲音
流暢，會先播放弟兄姊妹預備好的短片，並加以編輯，製作一
套我們 2020 年教會感恩短片。現誠邀弟兄姊妹，以自拍影片的
方法，錄製 30 秒至 1 分半鐘的回顧感恩短片，形式可以是簡單
分享或以詩歌或自彈自唱方式表達對神的感謝。錄製後，請自
行上載至個人的 GOOGLE DRIVE/雲端硬碟，將短片分享連結電
郵(hochibun@yahoo.com)或 WhatsApp 予教會同工（轉交何博
士）
，我們會加以編輯及剪接，配以背景音樂，製作本堂感恩影
片，於當晚播放。
4.2 短片形式：以手機錄製(MP4 格式)最好 HD 高清，
只限 30 秒-1 分半鐘。
4.3 短片主題：每段短片必須給予一個簡短感恩主題
4.4 短片內容:
1. 簡單分享 2020 年一件最令您/您們經歷到神恩典/
祝福的一件事。或
2. 唱一段或一節首很感動您/您們的詩歌。或
3. 彈奏一段/一節您/您們想獻給神的詩歌。或
4.畫一幅畫及簡單交代主題
4.5 拍攝地點: 不限(室內或室外大自然都可，但要保證錄音清

晰，但必須見到自己的樣貌)
4.6 拍攝人數: 可個人自拍或集體(家庭/小組/團契都可)
截止日期: 12 月 20 日(日)
播放日期: 12 月 31 日(四)(2020 除夕感恩晚會內)
網上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8m4dTAkNRxbuoxGd7

區部事項
*

5. 資訊部：
5.1 因疫情嚴峻，教會副堂暫停借用，村副圖書閣自助借書服務
相應暫停，但會眾仍可通過預約借書服務借閱村副藏書/光碟
(預約借書服務詳情和規則請參閱教會網頁)。
5.2 圖書閣推介: 2020 年第 92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村副圖書閣
現已備光碟和 USB(編號: DVD42 及 43)，其內容包括 (1)「風
雨飄搖下的榮耀教會」(研讀以弗所書，講員: 郭文池牧師)
(2)「經歷神的大愛」(詩篇 119 篇，講員: 陳琛儀牧師) (3)
「生命載道的守望者」(以西結先知的時代信息，講員: 戴浩輝
牧師)。如果會眾之前錯過了參加大會，或想重溫講道精華，都
歡迎預約借用。

內部事項
*

6. 梁世重傳道因個人理由辭任本堂傳道一職，由 2021 年 1 月 1 日
生效，感謝其過去在本堂的服事，請為他日後的事奉代禱。
7. 歡迎已受浸加入教會的弟兄姊妹，無論是否本堂會友，於辦公時
間前來商副預先領取 12 月的主餐套裝回家（保存於陰涼地方或
雪櫃），待主餐崇拜使用。
8. 2021 年月曆已印備，歡迎於辦公時間到商副索取，每個家庭一
份，送完即止(費用全免，自由奉獻)。

收支簡報(10 月 31 日)
堂費

$36,656.00 2020 年 10 月份總收入

$166,467.55

感恩

$3,900.00 2020 年 10 月份總支出

$181,458.06

擴堂基金

$3,000.00 2020 年 10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差傳基金

$3,000.00 2020 年 1-10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05,625.75

神學基金

$3,000.00 擴堂基金累積

$856,105.00

赤字奉獻

$1,000.00 差傳基金累積

$82,832.60

上週奉獻

$50,556.00 神學基金累積

$71,537.00

($14,990.51)

總數合共
疫情援助基金 11 月總收入

$1,700.00

疫情援助基金 11 月總發放

$2,000.00

疫情援助基金 8-11 月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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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