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樂  （預備迎見上帝）  司琴 

默禱  Come Thou dear Redeemer 
（請來！親愛的救贖主） 

 吳婉茵傳道 

宣召    主席 
歌頌 1  ＜齊來，信主聖徒＞世紀 148 首   
誦讀經文 賽 7:10-16；詩 80:1-3, 17-19   
祈禱    
歌頌 2  ＜奇妙聖嬰＞世紀 153 首   
奉獻     
獻詩  ＜聖夜靜歌＞世紀 154 首  詩班 
信息經文 太 1:20–25  主席 
證道  回到福音的開端  徐國榮執事 

回應詩  ＜普世歡騰＞世紀 139 首  主席 

主餐    蔡明德牧師 

牧禱    徐國榮執事 

家事分享   徐國榮執事 

三一頌   蔡明德牧師 

祝福/阿們頌   蔡明德牧師 
殿樂  （安靜片刻）  眾坐 

下週事奉人員(27/12) 
講員 梁世重傳道 
主席 黃文忠弟兄 
司琴 朱佳姊妹 
錄影 黃家聲弟兄 
投影 蘇永耀傳道 

本週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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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肇文弟兄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主餐聖誕崇拜程序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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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時此刻，耶穌基督的降生對香港人有何意義？ 

2. 在疫情中渡過的聖誕，對你有甚麽新的啟迪？ 

 

禱告事項： 

1.氣溫驟降，請為長者並為身體欠安的肢體禱告，求神醫治；求主興

起年輕人，關心身邊的長者，好讓他們感受到神愛的溫暖。 

2.記念疫情下的聖誕福音事工，不能以過往的方式進行。求主賜眾教

會有愛心、智慧和創意，在今年聖誕期間更積極傳福音，讓人看見

「以馬內利」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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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視像祈禱會為成人區代禱，由何永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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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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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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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區～經卷研習:但以理書(一) 
主題：神的掌管與保守 

內容︰在悠悠歷史長河中，王者國度更替交錯出現，然而在眾

王之上，神仍掌管一切；縱使亡國選民流徙，神仍因他們的忠
心而賜福保守。但以理書就是以歷史與預言帶出以上兩個主題

的一本書卷，研習本書可使信徒知悉，世局雖變化紛紜，然而

洪水泛濫之時，神仍坐著為王。 
時間：每月第一、三 主日崇拜後上午

11:45 至 12:45 

日期：3/1/2021-21/3/2021 
地點：網上 zoom 進行  

導師：林英才弟兄 

報名：提交網上報名表  

https://forms.gle/DkB66EgTzc5FdeQL6 

截止日期：1/1/2021 

本課程基本要求: 最遲開課一個月內讀但以理書兩遍，完成課

後小測驗 

（歡迎有興趣的信徒出席, 互相學習) 

 

* 6. 資訊部： 

12 月份《家訊》(忘記背後，努力面前)電子版已經出版，並

存放於教會網頁 www.fuonbc.org ，歡迎瀏覽及下載閱讀。 

 

https://forms.gle/DkB66EgTzc5FdeQL6
http://www.fuonbc.org/


 

內部事項 

* 7. 會友羅淑儀姊妹的愛女匡若維小姐與蘇俊杰先生於 19/12 舉行

結婚典禮。願主賜福給他們的家庭！ 

* 8. 會友林和君姊妹丈夫何炳東弟兄於 07/12 安息主懷，息了在地的

勞苦。他的安息禮拜安排如下：- 

 

日期:2021 年 1 月 8 日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世界賓儀館 2 樓永康堂 

請禱告記念，求主安慰其家人！ 

* 9. 吳肇文弟兄將於本月完成於本堂的神學生實習，感謝其過去一年

在本堂的服事，請為他日後的學習和事奉工場的尋找代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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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簡報(10 月 31 日) 

 

堂費 37,650.00 2020 年 10 月份總收入 $166,467.55 

感恩 $800.00 2020 年 10 月份總支出 $181,458.06 

擴堂基金 $200.00 2020 年 10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4,990.51) 

差傳基金 $4,000.00 2020 年 1-10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05,625.75 

神學基金 $- 擴堂基金累積 $856,105.00 

赤字奉獻 $- 差傳基金累積 $82,832.60 

上週奉獻

總數合共 

$42,650.00 神學基金累積 $71,5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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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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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