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火炭堂)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主日崇拜
主席:林慧嫻傳道
領詩:磐石之聲敬拜隊

講員:陳韋安博士

序樂---------------------- 祂是主 ----------------------主席
祂是主，祂是主，祂是勝過死亡又復活的主；
萬膝當跪拜，萬口當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宣召------------------ 以賽亞書 57:19 ------------------主席
願平安康泰歸與遠處的人，也歸與近處的人；
並且我要醫治他。這是耶和華說的。
祈禱----------------------------------------------------主席
唱詩敬拜--------------- (1)因主的名 ----------磐石之聲敬拜隊
(2)耶穌我感謝祢
(3)全世界 唯有祢
經文-------------------加拉太書 2:15-21 ----------------主席
講道------------------- 生與死的福音 -------------陳韋安博士
回應詩------------------- 求主用我 -----------磐石之聲敬拜隊
奉獻金句------------- 歷代志上 29:13-14 ----------------主席
我們的神啊，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
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
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
本月金句------------- 以西結書 36:26 -------------------主席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月詩----------------------更新我心------------磐石之聲敬拜隊
家事分享------------------------------------------------主席
讚美詩------------------- 讚美一神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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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主席
殿樂--------------------- 安靜默禱 ---------------------司琴
會訓：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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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5:17

敬拜詩歌

【因主的名】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造物主今高唱你名字 和平之君得勝者
地上古今的君王 也折服於你面前
造物主今高唱你名字 全能之主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 令我滿心溫暖
全因主的聖名 勞苦可得安靜
行走於孤單困惑裡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 愁心可得歡樂
祈禱的必得勝 我以性命來做證
【耶穌我感謝祢】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當我軟弱 祢沒有離場 祢安慰我 在愛裡堅壯
仍會跌倒 仍會失信 在羞愧裡 祢找到我 作我永遠依靠
耶穌 我感謝祢 從恩典內 找到自己
在祢手中破碎都可完美 祢大能 療愈我心扉
耶穌 我感謝祢 暴風裡 我心卻安定
在祢手中 患難暗藏祝福
祢意念 是賜下平安 是我永遠的依靠
【全世界 唯有祢】
全世界都當讚美 主愛深不見底
全世界當高舉祢 尊貴無法代替
全世界屈膝敬拜 深信有祢拖帶
全世界歌頌大能 頌揚慈愛上帝
讓基督的愛 澆灌世上每一方
縱是有難關 孤單一個 主必帶領走過
內心的枷鎖 多得祢為我釋放
於短暫這人生 主多麼看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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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屬<撒種音樂事工>所有

唯有祢當得讚美
唯有祢感動罪人
唯有祢掌管權能
唯有祢恩待萬民

因主體恤我心
身心由祢導引
甘心聽祢聲音
一生蒙祢護蔭

願基督的愛 甦醒世上每顆心
祢用祢慈聲輕輕指引 驅走世界黑暗
祢犧牲救贖 彰顯愛護和關心
稱讚上帝慈恩 共唱優美樂韻
願基督的愛 今天進入我心窩
倘若我途中偏差走錯 主必領我走過
讓心中的火 燒遍世上每一角
宣講上帝慈恩 怎安慰救贖我
於短暫這人生 主多麼看重我
回應詩
【求主用我】
主 我將所有獻給祢
我願意 一生跟隨祢腳步
聽祢指引 降服祢面前
行在祢的旨意裡永不改變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求祢用我的口去傳揚
求祢用我的手去作美事
求祢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
祢的恩典 何等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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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

【更新我心】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主 更新我心 用祢愛澆灌我靈
讓我能每天讚美祢名 再令我更新得復興
求主聽我禱告 用祢話語引導我心
讓我體恤祢心意 賜我力量跨勝
沒有祢愛不能改變
求祢引領我的生命 我軟弱無力跨過
但祢應許扶助我 保護我
在沙漠裡 祢為我開江河
饒恕我過去的過犯 再讓祢話語藏於我心裡
讓軟弱的手 變為堅壯
我當剛強 重新得力 再來祢面前歌唱


信息講題:生與死的福音
經文:加拉太書 2:15-21
15.我們生來就是猶太人，不是外邦罪人；
16.可是我們知道，人稱義不是因律法的行為，而是因
信耶穌基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為要使我們因
信基督稱義，不因律法的行為稱義，因為，凡血肉
之軀沒有一個能因律法的行為稱義。
17.我們若求在基督裏稱義，自己卻還被視為罪人，那
麼，基督是罪的用人嗎？絕對不是！
18.如果我重新建造我所拆毀的，這就證明自己是違犯
律法的人。
19.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著。我已
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20.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
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
愛我，為我捨己。
21.我不廢掉神的恩；如果義是藉著律法而獲得，那麼
基督就白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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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年主題：生命轉化 ･ 實而不華
《 家事分享 》
1. 承蒙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副教授陳韋安博士蒞臨證道，本堂深表謝
意。
2. 2021 年教會主題是「生命轉化･實而不華」，程序表將介紹教會新
動向及安排，歡迎參閱第六頁之程序表。
3. 很感恩，浸信會神學院派出兩位神學生前來火炭堂實習，何洳甄
姑娘於聖樂事工方面協助，范進恩姑娘於兒童事工方面協助，求
主幫助兩位神學生的適應和學習。
4. 理事會將於 17/1（今主日）下午 2:00 召開，請執事、理事及教牧
同工預留時間參與。
5. 因應政府已實施限聚令，火炭堂暫時不會舉行實體崇拜，只進行網
上直播崇拜，歡迎於主日早上 10:40 登入以下網址參加祈禱會及
10:45 準時開始崇拜 https://www.youtube.com (帳戶:ft tcbc)
或 登入 Facebook (火炭堂) 觀看轉播。
6. 主日學及 Awana 已改以 Zoom 形式上課。
7. 青少年主日崇拜及團契已改為 IG 直播，時間:10:45am。
8. 會眾如欲作奉獻，可考慮以直接轉賬方式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348-321175-001」給「真理基石浸信會」或「Truth
Cornerstone Baptist Church」。並在存款收據留下姓名及聯
絡電話號碼以交給該堂傳道同工跟進。
9. 2021 年 1 月份主日崇拜，本堂已邀請以下講員蒞臨證道及領詩：
1月24日-主日崇拜 - 彭家業博士證道（恩福神學院副院長）、
S.Worshipers 路天樂團領詩
1月31日-主日崇拜 - 林天行牧師證道（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恩福音堂）、
林定波弟兄領詩


《本週祈禱事項》
1. 為世界各地仍然嚴峻的疫情及美國的混亂政局祈禱，求主在各人
心中賜下神的愛。
2. 為香港多處出現感染群組禱告，求主保守。
3. 求主保守在近日寒冷天氣下各人的身體，特別看顧長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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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教會主題: 生命轉化 ･ 實而不華

金句

讀經
月詩

2021 年 1 月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以西結書 36:26)
以賽亞書一至十二章
更新我心(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金句中的石心是指剛愎、頑固和無法改變的心。肉心對比石心，
則是表達敏銳和具感受力的心。金句背景是先知以西結指出猶大百姓
根本無法依靠自己，拋棄一切曾經犯過的罪行，為自己建立一個新心
和新靈。事實上，我們也不能，只有神才有徹底改變的力量，因此我
們要靠主耶穌才可以得救，獲得屬靈的新心，順服聖靈展開新的生
活。
鼓勵大家思考金句和月詩中的內容，藉以幫助我們對信仰的反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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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1 月 10 日)各堂點聚會人數
火炭堂
崇拜/主日學
崇拜

人數
網上直播及祈禱會

青少年網上聚會

IG直播

兒童Awana事工

81/22

由心開始

奉獻
上主日奉獻：
1月份累積奉獻：

$72,564.00
$143,644.00

1/1
石門堂

崇拜

網上直播及祈禱會

上主日奉獻：

$81,100.00

Kalos Kids視像主日學 27/11
青少年網上聚會

28/1

福音探索班

2/1

佈道法

5/1

1月份累積奉獻： $152,370.00

馬鞍山堂
Zoom網上崇拜

42

兒童 Awana Zoom

5/5

上主日奉獻：

$94,000.00

1月份累積奉獻： $115,000.00
利安禮拜堂

崇拜

上主日奉獻：

$6,000.00

1月份累積奉獻：

$6,000.00

參與其他堂點網上崇拜

主日學

4/1

兒童主日學

4/2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1月份累積奉獻：$0.00
火炭堂、石門堂、馬鞍山堂及利安禮拜堂1月份累積奉獻(包括發展基金)
合共：HK$417,034.00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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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程麗斑傳道
實
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
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雅各書 1：25
本人很喜歡新約《雅各書》，因為
它是很強調信徒要在生活中實踐信仰，
提供了靈命成熟度的指標，無論你處於
任何一個成長階段的信徒都應該讀《雅
各書》。雅各寫信的目的是激勵各地因
信耶穌是基督而正在經歷苦難、試煉及
逼迫的猶太信徒。同時亦都鼓勵正處於
不安、內憂外患的香港信徒，要在困境
中倚靠神，並要以屬天的態度、要行道、
要看顧患難中的人、愛心及信心要有行
為的配合，不作「得把口」的信徒。
《雅各書》其中一個特點就強調好行為是因信稱義的印證，提醒
信徒既歸信基督，行事為人就不能與以前一樣。配合今年主題「生命
轉化 ･ 實而不華」，青牧區在 Instagram 每日恆常化地更新貼文。
逢星期五我們設有「實在正經」，是取耶穌的口吻：「我實實在在告
訴」來推介一些好正的經文，盼望神的話能勸化、激勵、提醒青年人
要活出信仰，學習做一個「知」而後「行」的信徒。今年青牧區更有
「薪火門徒」的門徒成長之旅課程，以埋身的牧養方式，教導實踐並
重的與青年人同行，同成長，做一個有內涵，能用實在的行為去試驗
所信的道的信徒，成為一個實幹的小耶子(跟隨耶穌基督的小子)。
我深願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新一年都經歷從神而來的力量，生命被
轉化，學做一個又良善，又忠心，又有實力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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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讀經計劃分享
以賽亞書第五章描述神對於以色列的敗壞，將要作出審判和進行懲
罰。警告人若藐視神的恩典，將要面對可怕的審判和刑責。第 1 至 7
節是葡萄園之歌。神對以色列付出許多心力，悉心栽培，期望他們結
出優質的果子，可惜他們結出了野葡萄。神慨嘆付出的勞苦，竟然因
為他們的私慾結出了又酸又苦的野葡萄。神決意毀滅這個葡萄園，使
用外邦人來懲罰以色列。神不再對葡萄園作出保護，神撤去籬笆，拆
毀牆垣。神停止一切的修理和鋤刨，又不再降雨滋潤園子，葡萄園變
得乾旱和敗落。
先知提到六個禍哉，代表六項控罪，陳明以色列人的敗壞，他們厭棄
神的訓誨與命令。首先是貪婪自私，破壞律法，謀取私利。 第二項
是飲酒作樂，不顧念神的作為。 第三項是譏誚神的應許，不肯悔
改，而且態度驕傲。第四項是善惡不分，顛倒是非真理，道德混亂。
第五項是愚昧自大，自欺以為有智慧。最後是法制腐敗，收受賄賂和
曲解公義。
在這邪惡世代，神豎立大旗，大旗是用作為招聚軍隊的旗幟，神招聚
遠方的外族到來攻擊以色列人。神對以色列人咆哮，以敵國的軍隊作
為懲罰猶大的工具。神審判時的情況，光明在雲中變為昏暗，人看不
見任何的盼望，絕望使一切的光彩消失。
思想問題:
第五章葡萄園的比喻，對那些漠不關心自己屬靈生命的信徒存在甚麼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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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聚會(升中一至 DSE 學生)逢主日上午 10:45-12:00
日期

內容

1 月 17 日

青少年崇拜(IG 直播)

1 月 24 日

青少年團契(IG 直播)

2021 年 1 月及 2 月各小組聚會時間及地點
名稱

日期

時間

手牽手小組

21/1(四)

晚上 8:30

媽媽加油站

負責人/導師

謝林定洲執事
羅周淑萍姊妹

地點

視像會議

26/1(二)

(A)上午 10:30-12:00

(A)黎鳳瓊姊妹

(A)視像會議

暫停

(B)上午 9:30-11:30

(B)鄭美誼姊妹

(B)第一城

火炭小組

暫停

以馬內利小組

6/2(六)

景恩伯大尼小組

15/2(一)

晚上 9:00

莫志強弟兄
蘇燕琼姊妹

視像會議

河畔小組

24/1(日)

下午 5:00-6:30

歐麗梅姊妹

視像會議

普通話小組

暫停

中午 12:00-2:00 林慧嫻傳道

駿景園

長者天地

暫停

上午 9:15-10:15 方文廉弟兄

培基小學 G03 室

Phileo 小組

23/1(六)

下午 2:00-3:30

容浩祥弟兄
徐楚穎姊妹

視像會議

媽媽查經小組

27/1(三)

下午 2:00-3:00

葉春儀姊妹

視像會議

青見組

暫停

崇拜後

何菀雯姊妹

駿景園

星期五小組

29/1(五)

晚上 9:00

陳鳳儀姊妹

尖東

Agape 小組

30/1(六)

晚上 8:00

李雪沁姊妹
張淑華姊妹

視像會議

漢聲聚會

待定

晚上 7:30-10:00

梁國昌弟兄
鄞雲友弟兄

駿景園會所

晚上 7:00-10:45

黃麗玲姊妹
鄭振嬌姊妹
黃慧敏姊妹

黃飛鵬弟兄府上

晚上 9:00

教牧同工

視像會議

早上 10:40

教牧同工

禮堂

愛@home

待定

星夜晚空祈禱會 每月第三週五
祈禱會

主日

崇拜後

梁伊惠姊妹

早上 10:30-12:30 陳韻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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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基小學 412 室
視像會議

(24/1/2021)火炭堂崇拜事奉人員
主日崇拜
時間：主日早上 10:45

主席:黃遠成傳道
領詩: S.Worshipers 路天樂團

講員:彭家業博士
(恩福神學院副院長)


真理基石浸信會
顧問牧師: 鄺振華牧師

網址:www.truthcornerstone.org.hk

火炭堂
地址:火炭樂霞坊 2 號(培基小學內)

電話:2690 2499

傳真:2633 1440

顧問牧師: 鄺振華牧師
堂主任: 林慧嫻傳道 (2633 1448 / 9656 2994)

電郵:iris@truthcornerstone.org.hk

傳 道: 程麗斑傳道 (2633 1906 / 6151 4149)

電郵:brenda@truthcornerstone.org.hk

傳 道: 黃遠成傳道 (2633 1906 / 9283 2718)

電郵:andy@truthcornerstone.org.hk

傳 道: 易朗恆傳道 (2633 1906 / 9747 6547)

電郵:long@truthcornerstone.org.hk

幹 事: 周淑萍姊妹 (2633 1443)

電郵:fotan@truthcornerstone.org.hk

石門堂
電話:2633 1079

辦公室地址: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307-8 室
崇拜地點:沙田石門安睦街 8 號(浸會大學石門校園內)
顧問牧師:連達傑牧師

電郵: winnie@truthcornerstone.org.hk

署理堂主任:胡麗琼傳道
馬鞍山堂
地

址:西貢北西澳年明路一號(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電話:2698 7378
電郵:prollo@truthcornerstone.org.hk

顧問牧師:何偉文牧師

利安禮拜堂
地址:馬鞍山利安邨利興樓地下 G1(香港浸信聯會利安幼兒園內) 電話：2649 0989
電郵:kylo@truthcornerstone.org.hk
傳道:盧家耀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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