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火炭堂)
二零二一年四月四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復活節暨主餐主日崇拜
主席:林慧嫻傳道
講員:鄺振華牧師
領詩:Mathetes 敬拜隊
司事:林慧嫻傳道、
司琴:胡恩汛 Justin 弟兄
黃遠成傳道
音響:吳志明 Stanley 弟兄、徐劍宗 Stanley 弟兄
序樂---------------------- 祂是主 -----------------主席/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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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3 -------------主席/眾立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祈禱-----------------------------------------------主席/眾立
唱詩敬拜------------ (1)叫我抬起頭的神 -------------Mathetes
(2)求祢將我輕放心上
(3)相信祢
經文------------------- 羅馬書 6:1-14 -------------主席/眾坐
講道---------------- 復活主賜給我們新生命 ---鄺振華牧師/眾坐
主餐-----------------------------------------鄺振華牧師/眾坐
(邀請凡在眾人面前承認基督，並已接受水禮者，一同領受主餐。)
奉獻金句--------------- 歷代志上 29:17 ------------主席/眾坐
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
我以正直的心樂意獻上這一切物。
現在我喜歡見你的民在這裏都樂意奉獻與你。
本月金句------------- 以西結書 3：13-14 -----------主席/眾坐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月詩---------------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Mathetes
家事分享-------------------------------------------主席/眾坐
讚美詩------------------- 讚美一神 ----------------主席/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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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鄺振華牧師/眾立
殿樂--------------------- 安靜默禱 ----------------司琴/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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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抬起頭的神】
耶和華是我的主 必不至動搖
有耶和華的幫助 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華作我旌旗 必全然得勝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我們必歡呼 祢是我的磐石我的幫助
【求祢將我輕放心上】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所有
求祢將我輕放於心上 如印記刻在臂彎
容我隱蔽在祢的恩典下 在我的心裡共對話
懊惱惆悵憂心 只得祢憐憫關心
愛我陪我經過幽谷裡 黑暗地
求祢將我輕放於心上 讓我躺於祢護庇下
【相信祢】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所有
祢曾為我這樣犧牲 上十架為我賠罪
被凌辱戲弄 流盡血 祢仍願替我擔當
洗清我的罪 主祢願寬恕 憐憫
主愛深恩進我心坎
今我相信祢 救主為了我釘死
今我相信祢 神為我預備
我找到今生意義的福氣
用信心去接受不再逃避
今我相信祢 能遇著祢多麼美
今我相信祢 如今已準備
這生跟主的腳步不捨棄
為我新生命感恩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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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天父 祢名是多麼美 榮耀遍全地
在禱告良辰 靜觀祢的美
恬靜 我沈默主座前 毋用多片言
在禱告前 祢已清楚我需要
今日 我求問主的國 求問主的義
王的旨意 如陽光遍地彰顯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 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 由祢全權來帶領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國度權柄榮耀 全屬祢直到永遠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信息講題:復活主賜給我們新生命
經文: 羅馬書 6:1-14
1.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
2.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3.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
嗎？
4.所以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
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
樣。
5.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
與他聯合。
6.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
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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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8.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9.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
主了。
10.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11.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
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12.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
的私慾。
13.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
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
14.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
下。

講道大鋼
1.新生命是脫離了罪
2.新生命有新生的樣式
3.新生命是給神的獻祭
主餐經文:馬太福音 26：26-29
26.他們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謝了恩，就擘開，遞
給門徒，說：「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身體。
27.他又拿起杯來，獻上了感謝，就遞給他們，說：「你們
大家都喝這個，
28.因為這是我的血，是立約的血，為許多人流出來，使罪
得赦免。
29.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酒，直到我和
你們在我父的國裏一起喝新酒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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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年主題：生命轉化 ･ 實而不華
《 家事分享 》
1. 2021 年教會主題是「生命轉化･實而不華」，歡迎參閱程序表第 8
頁，了解教會新動向及安排。
2. 教會每月第三週五晚舉行「星夜晚空」祈禱會。本月將於 4 月 16 日，
晚上 9:00-9:45 以 ZOOM 視像會議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如欲參
加請向同工報名，稍後牧者將會提供會議 ID 及密碼。
3. 非常感恩政府已發出對宗教場所的豁免指引，及培基小學再次願意
開放禮堂以供火炭堂舉行崇拜，教會將會實施以下多項措施以減低
風險，其中包括：
＊要求會眾於進入校園範圍時進行探熱、洗手及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除主餐外不容許飲食。
＊ 要求每位會眾填寫健康申報表以示個人及其緊密接觸者身體沒有
病徵。
＊ 只開放地下男女洗手間以供會眾使用。
＊ 禮堂設有座位距離，請參考禮堂外壁報板。
＊ 設有棄置口罩專用垃圾桶。
＊ 會眾盡量避免身體接觸及散會後避免多人聚集。
＊ 如弟兄姊妹發現自己或緊密接觸者確診，請盡快聯絡同工以表關
心及代禱，並審視是否有需要知會當天崇拜時有緊密接觸的肢
體。
4. 如未能出席實體崇拜，可參與火炭堂網上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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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直播。
5. 2020-2021 年奉獻收據將於 4 月底派發，若兄姊於報稅時需特別處
理(例如：將奉獻全數撥給先生/太太)，請於 8/4 前聯絡同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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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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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 年 4 月份主日崇拜，本堂已邀請以下講員蒞臨證道及領詩：
4月11日-兒童主日崇拜–謝林定洲執事證道、
林小寶姊妹、范進恩姑娘領詩
4月18日-主日崇拜–沈鵬牧師證道、團契遊樂園領詩
4月25日-主日崇拜–蔣文忠傳道證道、教會司琴培訓中心領詩

《 本週祈禱事項 》
1. 為香港持續低確診數字感恩，願主看顧香港及世界的疫情，讓
患者盡快康復。
2. 石門堂顧問牧師連達傑牧師身體近期出現劇變，現時在醫院接
受癌症治療，求主施恩醫治和加力給他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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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2021 年 2 月)
1.真理基石浸信會每月(月初)所持銀行存款
年份

月份

銀行存款

2020

1月

$1,018,522

2021

1月

$3,931,382

2月

$4,019,431

3月

$4,242,202

2.真理基石浸信會 2021 年(全年)每月平均入帳奉獻及支出簡報
累積月份

石門堂
收入

支出

火炭堂
收入

支出

馬鞍山堂
收入

支出

利安堂
收入

支出

未署名的 教會發
轉帳

展基金

收入

收入

1 至 2 月 $720,740 $411,741 $706,528 $433,543 $239,900 $255,577 $28,800 $146,677

$32,100

$0

平均每月 $360,370 $205,871 $353,264 $216,772 $119,950 $127,789 $14,400

$16,050

$0

$73,339

註：為讓教會能清楚紀錄所有轉帳奉獻，請有關會友在存款收據留下姓名及聯絡電話號碼並交給
該堂同工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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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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以西結書 3：13-14)
以賽亞書四十九至六十六章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2021 年 4 月金句是歌羅西書 3:13-14 節「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
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基督徒在愛的驅使下能夠彼此包容和饒恕，於日常生活中流露出愛的
本質。愛包含著具體實際行動，愛是人際關係中的瑰寶，信徒學習主
耶穌積極相愛，將各樣美德聯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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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最新課程
講座/課程名稱

地點

查道班

Zoom 視像會議

使徒行傳

Zoom 視像會議

歡迎向教牧同工報名參加
時間
講員/導師

日期

25/4、2/5、16/5、
23/5、30/5、6/6、
13/6、20/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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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15-10:15 區澤禧弟兄
上午 9:15-10:15 黃遠成傳道

上週(3 月 28 日)各堂點聚會人數
火炭堂
崇拜/主日學

人數

網上崇拜及祈禱會

220

青少年IG直播聚會

20/2

兒童Awana事工

80/22

奉獻
上主日奉獻： $209,900.00

浸禮班

2/1

約翰福音

11/1

3月份累積奉獻：

$402,032.00

石門堂
崇拜

139

上主日奉獻： $113,700.00

青少年網上聚會

35/3

Kalos Kids視像主日學 30/10
祈禱會

88

以弗所書影片

17

門徒訓練(一)

2/1

價值觀重整之旅

6/1

神論影片

16

3月份累積奉獻： $390,052.00

馬鞍山堂
Zoom網上崇拜

43

Awana Zoom

6/5

上主日奉獻：

$34,800.00

3月份累積奉獻： $136,900.00
利安禮拜堂

崇拜

參與其他堂點崇拜

兒童主日學

5/4

成人主日學

4/1

上主日奉獻：

$4,900.00

3月份累積奉獻：

$6,900.00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3月份累積奉獻：$0.00
火炭堂、石門堂、馬鞍山堂及利安禮拜堂3月份累積奉獻(包括發展基金)
合共：HK$946,884.00

9

牧者的話-黃遠成傳道
生命的決擇
路加福音九章 23 節「耶穌又對眾人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這裡提到捨己和背起十字架，是否代表需要將自己的生命奉獻出來，
才可以跟隨耶穌？如果按照當時的處境，跟從耶穌的人將會面對猶太
人逼害、異教勢力的威脅和羅馬政府的高壓政策，確實存在可能失去
性命的危險，不過除此以外，更加值得留意這是耶穌對每個在世上生
活的人所發出的重要命令。
捨己代表拒絕自我中心、自以為是、自我炫耀、只顧個人感受和妄顧
別人，同時代表著放棄和犧牲。背起十字架就是準備被釘死。經文提
到天天，即是每天的意思，被釘死理論上只有一次，這樣應該如何理
解天天背起十架字，每天準備去被釘死的意思呢？背起十字架是代表
跟從主耶穌的決心。耶穌拯救世人的決心，從他將自己交給殺他的人，
毫無反抗下面對被釘十字架過程的痛苦和羞辱中表露無遺。
我們於香港不需要冒生命危險才可以成為基督徒，不過我們仍然需要
堅定的決心。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在每天日常生活中，保持捨己跟從
主的決心，堅決要對罪惡說不。
耶穌希望每個人都可以作出正確的選擇，決心跟從他，獲得由神賜予
的永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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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讀經計劃分享
耶利米書其中一個獨特之處是有許多關於耶利米本人的描寫，除了他
的生平事蹟外，對於他的內心感受都有詳細講述。讀者可以從耶利米
書中得知這位卓越先知的人生，同時了解到神的信息是如何被人吸收
後，生命因此經歷改變。
耶利米對蒙召的反應顯得猶豫膽怯，有別於先知以賽亞聽見神的聲音
時，雖然神沒有直接說出是他，以賽亞卻主動獻身，對神說出「我在
這裏，請差遣我。」
。耶利米書 1 章 5 節中耶利米蒙召時對神說「主耶
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他開始的態度是膽怯，
故意推辭。
耶利米視耶和華是可親近的上帝，他對神的顯現並沒有明顯的畏懼，
神就好像站在耶利米旁邊，跟他說話。耶利米聽到神的聲音，感受到
神將對他囑咐放置他的口中，使他勇敢承擔使命。
思想問題:
耶利米在未出生以先就早已被神所揀選，他被差遣去宣告神的話時，
雖然耶利米自稱不能勝任，但神是怎樣回答覆他呢？思考今天神怎樣
於基督裡揀選了我們，神對我們又有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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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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4日

參與成人崇拜

4 月 11 日

青少年團契(IG 直播)

2021 年 4 月各小組聚會時間及地點
名稱

日期

時間

手牽手小組

待定

晚上 5:00-6:30

媽媽加油站

負責人/導師

13/4、27/4(二) (A)下午 2:30-3:00

暫停

火炭小組

待定

以馬內利小組

(B)上午 9:30-11:30

羅周淑萍姊妹

視像會議

(A)黎鳳瓊姊妹

(A)視像會議

(B)鄭美誼姊妹

(B)第一城

梁伊惠姊妹

視像會議

10/4(六)

早上 10:30-12:30 陳韻儀姊妹

視像會議

景恩伯大尼小組

10/4(六)

下午 4:00-6:00

莫志強弟兄
蘇燕琼姊妹

視像會議

河畔小組

待定

下午 4: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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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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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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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Agape 小組

每月第四週六

漢聲聚會

待定

愛@home

待定

星夜晚空祈禱會 每月第三週五
祈禱會

主日

晚上 8:30

謝林定洲執事

地點

晚上 9:00-10:00 陳鳳儀姊妹

視像會議

李雪沁姊妹
張淑華姊妹

視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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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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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021)火炭堂崇拜事奉人員
兒童主日崇拜
時間：主日早上 10:45

主席:羅錦燕姊妹
領詩:林小寶姊妹、范進恩姑娘

講員:謝林定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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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遠成傳道 (2633 1906 / 9283 2718)

電郵:andy@truthcornerstone.org.hk

傳 道: 程麗斑傳道 (2633 1906 / 6151 4149)

電郵:bre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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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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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