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2020 年題：
『心繫聖言、靈裡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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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門徒–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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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片刻）

司琴
主席/會眾
詩班

主席
主席
梁世重傳道
徐國榮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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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事奉人員(03/01)
講員 徐國榮執事
主席 黃棣強弟兄
司琴 蘇永耀傳道
錄影 鄧俊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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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一件個人深刻感受到主愛的經歷。
2. 在生活中你如何實踐「彼此相愛」的命令。

禱告事項：
1. 近日英國已有變種病毒出現，傳播更快，求主止息病毒的傳播，並
在逆境中叫我們各人有更合一的心。
2. 最疫情影響之下，教會只能用視像進行聚會，求主帶領執委及同
工們有智慧帶領教會在轉型下之牧養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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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2 的視像祈禱會將改為 31/12「除夕感恩祈禱晚會」，有關
連結資料如下:時間：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晚上 08:30
ZOOM 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81654004732?pwd=c1k2MnlhSHFQYm5Wc1RvV
Ec5WjhGdz09

會議 ID：816 5400 4732
密碼：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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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部事項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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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成人區～查經：詩篇選讀(共九課)
時間：逢星期五晚上 8:30
日期：5/2-16/4/2021
地點：疫情期間視像進行
導師：蔡明德牧師
助教導師：何永芳姊妹、伍月婷姊妹
報名：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請向各組長或致電回教會商副辦公
室電話：2642103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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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事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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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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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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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
堂費

$51,643.00 2020 年 11 月份總收入

$222,992.91

感恩

$2,300.00 2020 年 11 月份總支出

$194,883.96

擴堂基金

$- 2020 年 11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28,108.95

差傳基金

$- 2020 年 1-11 月份流動現金結(欠)

$133,734.70

神學基金

$100.00 擴堂基金累積

$856,305.00

赤字奉獻

$- 差傳基金累積

$83,232.60

上週奉獻

$54,043.00 神學基金累積

$71,5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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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