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火炭堂)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培靈主日崇拜
主席:魏明德 Michael 弟兄
領詩: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音響:梁樹人 Billy 弟兄、黎銓華 Jason 弟兄

講員:鄧淑儀女士
司事:黃遠成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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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17:1-2 --------------主席/眾立
萬國啊，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萬族啊，你們都要頌讚他！
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信實存到永遠。哈利路亞！
祈禱-----------------------------------------------主席/眾立
唱詩敬拜-------------- (1)一心稱謝祢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2)慈愛天父
(3)牽引
見證分享-------------------------------------胡子敬弟兄/眾坐
見證詩歌----------------- 我能痊癒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信息回應----------------- 更新我心 ----------鄧淑儀女士/眾坐
約書亞記 3:3-5
回應詩------------------- 更新我心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奉獻金句--------------- 瑪拉基書 3:10 -------------主席/眾坐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本月金句-------------- 約翰福音 13：35 ------------主席/眾坐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月詩-----------------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家事分享-------------------------------------黃遠成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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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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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稱謝祢 】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我要一心稱謝祢 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聖殿下拜 為祢的慈愛誠實稱讚祢名
我要一心稱謝祢 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聖殿下拜 為祢的慈愛誠實稱讚祢名
耶和華雖高 仍看顧低微的人
我雖行在患難中 祢必將我救活
耶和華必成全 關乎我的事
祢慈愛永遠長存 永遠永遠長存
【慈愛天父】
慈愛的天父賜各樣安慰的神
患難裏拭我淚印 每日每天安慰我
憐憫的父祢慈愛極廣深
我的心來稱頌祢的愛
願頌讚歸與祢榮耀歸與祢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生命
頌讚祢聖名慈愛天父
祈求一生傳頌祢的愛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牽引】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迷失 祢以恩手帶引 流淚 祢會輕抹淚痕
越過千山萬重 分擔傷痛 誰會像祢一樣
如今 感激主牽引 回望 我一生足印
我不再下沉 不怕苦困 暴風中 祢結伴同行
神啊 祢救我於深淵裡
榮耀 永歸全能神
讓我此生讚頌 祢奇妙應允
願我一生仰望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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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詩歌
【我能痊癒】
迷失祢必尋找
受傷祢必纏裹
迷失祢必尋找
受傷祢必纏裹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被逐祢必領回
病了祢必醫治
被逐祢必領回
在主裏我能痊癒

主來尋找我 我在這裏祢看見嗎
受了傷屈膝坐於一角落 主呀來為我療傷
主來扶起我 我在這裏祢聽見嗎
無論我於天邊海角失落時
祢定會來抱起我

回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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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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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望著你身旁 是那可愛臉容 用微笑講聲平安
感恩今天能共祢在主聖殿 敬拜齊心 一起勇向直前
一起走過危難有多美 同分擔喜與悲 互勵互勉體恤
彼此分擔代求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信息回應:更新我心
經文:約書亞記 3:3-5
3.吩咐百姓說：「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又見祭
司利未人抬着，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跟着約櫃去。只
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相近，
4.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
過。」
5.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
在你們中間行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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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年主題：生命轉化 ･ 實而不華
《 家事分享 》
1. 承蒙基恩敬拜音樂事工蒞臨證道及主領敬拜，造就教會，本堂深
表謝意。
2. 《2021 年第二次會友大會》於本主日下午 2:30 在石門辦公室舉
行。請已報名的會友，準時出席。議程如下：
真理基石浸信會
2021年第二次會友大會議程
日期：2021年6月27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石門新都廣場308室

主席：馬錦華執事
書記：黃小萍理事

開會祈禱
一、 書記宣讀上次(2021年2月28日)會友大會記錄
二、 財務報告：最新財務狀況
三、 各堂報告
四、 聘牧委員會報告
五、 理事會報告
六、 議案商討：
1. 基於馬鞍山堂陶華農弟兄的緊急健康狀況，何偉文牧師已於2021年2月27日在
林定洲執事及其家人見證下，在陶弟兄家中替他施行權宜水禮。陶華農弟兄已
於3月3日安息主懷，現根據陶弟兄的意願，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友，理事會通
過贊成，應否接纳案。
2. 於教會選立執事及理事選舉中會友所投的棄權票不應視為已投的選票，即不會
視作為可點算選票，理事會通過贊成，應否接纳案。
七、 臨時議程
八、 結束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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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會成人崇拜正召募司琴，歡迎已受浸者，具委身事奉心志，願
意以音樂恩賜服事神及考獲 5 級以上鋼琴證書的弟兄姊妹加入。
有感動者，請向程麗斑傳道聯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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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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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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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 給黃遠成傳道跟進。
7. 2021 年 7 月份主日崇拜，本堂已邀請以下講員蒞臨證道及領詩：
7月4日主餐主日崇拜–鄺振華牧師證道、Mathetes領詩
7月11日主日崇拜–辛德賢老師證道、Phileo領詩
7月18日主日崇拜–同心圓福音平台
7月25日青少年主日崇拜–易朗恆傳道證道、磐石之聲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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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消息 》
1.火炭堂堂主任林慧嫻傳道現正離職前休假並於 30/6 正式離任。
林慧嫻傳道休假期間及離職後，由黃遠成傳道暫任署理堂主
任。
2.胡麗琼傳道被委任石門堂署理堂主任任期於本年 30/6 屆滿後，
該職由陳偉倫傳道輪任至本年 31/12，本堂對胡傳道這半年忠心
承擔此特約事奉，深表謝意。
《 本週祈禱事項 》
1. 記念今主日下午的會友大會，願主悅納各領袖同工們的忠心
服事，感動弟兄姊妹積極參與，保守整個會議過程。
2. 新一輪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已在周四生效。求主使本港疫情繼
續受到控制，疫情帶來對民生的負面影響越趨減少。
3. 巴西每日染疫死亡人數高企，英國、莫斯科及東南亞疫情仍
然反覆，求主繼續施恩，遏止疫情蔓延，使各地政府作出有
效的政策，加快提升對抗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種率，減少感染
的人數。

《 機構消息 》
1.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將於 30/6-1/7（星期三至四）舉辦《2021 讀
經日》，講題：真理，故事尋？敘事文體釋經初探，講員：李
秀峰牧師。詳情及報名請參閱神學院網頁，或登入以下連結：
https://forms.gle/NUcPrVJFRepkjCH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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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金邊豐榮事工」代禱事項

2021 年 6 月代禱事項

共同代禱事項：
過去一個月，每日的確診數字維持在 5 百到 8 百。政府積極為市民打疫苗，我們的同工，
除了小部分因爲身體狀況不適宜打疫苗者外，大部分同工都打了，求主親自保護。
「豐榮女子學校」PSG：
1. 為中學校舍的建築進度禱告，因爲疫情，進度已有所延誤，其中水的供應，已經
申請了一段時間，但遲遲未有進展。也求主保守工人的安全與不染疫。
2. 繼續為學生的網上學習禱告，學生要保持學習情緒很不容易。硬件配合也很不容
易，包括家裏的學習環境、網上器材與數據等，學校已對一些比較困難的學生提供電
子器材與數據支援。
「豐榮女兒之家」PHG 及「豐榮婦女之家」PHW：
1. 請特別為 2 個家舍的平安禱告，疫情下，家舍是一個高危地方，一旦有人染病，
後果不堪。也爲她們的情緒禱告，在疫情與經濟環境艱難的情況下，她們特別挂念家
人。
2. 因爲確診數字又提升了，才恢復一個禮拜的正常工作又要叫停，同工要再次在家
工作（WFH），同工對此狀況都很無奈，大家都寧願一起回家舍工作。除了保姆外，
我們仍會每天安排最少 2 個同工回家舍工作。求主保守各人在疫情限制下，能保持健
康的身心靈，也讓她們有智慧安排工作，在限制中仍能發揮。
3. 我們有時需要帶我們的服侍對象到醫院，醫院是一個高危的地方，我們除了擔心
去醫院的人會受感染外，也擔心她們把病菌帶回家舍。此外，所有到醫院的人都要進
行 Covid-19 快速測試，這對同工也是壓力。
4. 在疫情下，怎樣支援在外省的服侍對象也是一個難題，除了透過電話聯係與輔導
外，一些實際的幫助也是不可或缺的。感恩我們與本地政府有良好的合作，例如替我
們為服侍對象購買食物。
5. 為同工願意服侍的心感恩，因爲疫情，我們不能接收新個案，但同工們仍對有需
要的女孩提供不同層面的幫助，聯係不同的機構，例如最近便幫助一個非我們個案的
女孩子，成功起訴性侵者，對方被判監 10 年，罰款美金$2,500。
「豐榮社區中心」PCC：
1. 我們正計劃這個月的食物分發，讓村民得到點幫助，同時求主祝福各人在過程中
得蒙保守。
2. 感恩有些學生得到我們借出電話作網課之用，他們也用心上課，求主祝福他們學
習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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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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耶利米書二十一至三十九章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這節經文是耶穌對門徒關於遵守新命令的鼓勵，若門徒能夠按照新命
令彼此相愛，就可以向世人見證主耶穌。在此之前，耶穌親自為門徒
洗腳，具體示範出彼此相愛的謙卑服侍精神，即使面對要賣自己的猶
大，耶穌仍然沒有放棄他，給予最後回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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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句

讀經
月詩

2021 年 7 月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彌迦書 6:8)
耶利米書四十至五十二章
天國在人間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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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最新課程
講座/課程名稱

使徒行傳

地點

日期

25/4、2/5、16/5、
Zoom 視像會議 23/5、30/5、6/6、
13/6、20/6、4/7

時間

講員/導師

上午 9:15-10:15

黃遠成傳道

上週(6 月 20 日)各堂點聚會人數
火炭堂
崇拜/主日學

人數

崇拜及祈禱會

奉獻

61

上主日奉獻：

$15,110.00

青少年聚會

10/4

青少年奉獻：

$72.50

Trek

15/3

兒童Awana事工

73/20

使徒行傳

10/1

晚禱會

6月份累積奉獻： $130,009.50

6
石門堂

主日崇拜

早堂

午堂

67

158

青少年崇拜

40/4

Kalos Kids主日學

31/13

主日祈禱會
基督論

32

上主日奉獻：

$37,822.00

青少年奉獻：

$203.00

兒童奉獻：

$161.00

6月份累積奉獻： $297,250.50

17/1
馬鞍山堂

Zoom主日崇拜

50

Awana Zoom

6/2

上主日奉獻：

$104,200.00

6月份累積奉獻： $183,790.00
利安禮拜堂

崇拜
兒童主日學

20

上主日奉獻：

$4,470.00

兒童奉獻：

$116.00

6月份累積奉獻：

$14,816.00

13/3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6月份累積奉獻：$2,000.00
火炭堂、石門堂、馬鞍山堂及利安禮拜堂6月份累積奉獻(包括發展基金)
合共：HK$627,8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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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易朗恆傳道
【拒絕被世界同化的召命】
難道信仰只是「屬天」的事？「屬地」的事就不應接觸？有人說，
信徒應「分別為聖」
，但也有人說信徒不應「聖俗二分」
，我們該如何
面對？
不少信徒也誤解了「分別為聖」的意思，「分別為聖」的本意不
是指我們要成為聖潔，並與世界分隔，不理會地上的事。
「分別為聖」
其實是指與罪分離、成為聖潔。可見與不理會地上的事，其實是毫無
關係，反而更要入世，在黑暗、不公義、邪惡的世代中，
「分別為聖」
讓人認識基督。「聖俗二分」所指的，其實與的「分別為聖」相約，
不是我們將兩者完全同質化，乃是在生活上不能只有「俗」的部分，
而是要將「聖」的價值觀，放進生活上。
從來天與地之間存在無數張力，我們
一方面不能只把眼目聚焦於不公義的事
上，以致失去上帝給予我們天國的指望，
但另一方面，我們亦不能把天國看成抽象
的概念，以致忘記我們在地上作為基督的
身體這召命。我們不應被忙亂充塞自己
的生命，但同時，我們更不應被無使命
的安逸所充滿。我們在地上應找著屬天
的使命。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 29:18
上)人若果不知道自己的使命，便容易被
世界的價值觀同化，漸漸會迷失，甚至
離棄信仰。
願我們也擁有「愛鄰舍如同自己」的特質，求主賜我們有一顆愛
鄰舍的心，看見鄰舍需要的眼睛、有願意付代價的心、有願意為公義
發聲的勇氣、有不被世界同化的堅持，使我們有從上主而來的使命，
讓人看見我們的言行，便認識上帝的天國，是何等的美好。

參考自《基督徒時代召命的 10 種堅持》，葉漢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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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讀經計劃分享
耶利米書第 35 章的事件發生在約雅敬執政年代，神要耶利米帶領利
甲族的人進到聖殿中一個屋子內，要求他們喝酒。當耶利米請利甲族
的人喝酒，他們拒絕說他們不能喝酒，因為他們遵守祖先利甲的兒子
約拿達的命令，永遠不可喝酒，還要一生住在帳棚。他們懼怕迦勒底
的軍隊和亞蘭的軍隊，才進入耶路撒冷躲避。利甲人為了嚴格遵守祖
先的命令，就一直維持游牧生活方式。相反以色列人對祖先傳下來神
的訓令和律法愛理不理，束之高閣。因此神讓利甲族的人永遠有人在
神面前服事祂，另外懲處猶大人。
第 36 章於約雅敬第四年，神藉耶利米製作書卷，記錄從約西亞的日
子直到當日神對他說攻擊以色列、猶大和各國的話。耶利米吩咐巴錄
把他的話記錄下來，於聖殿中念出，讓民眾聽到後，認錯回轉，遠離
惡道。眾首領要求巴錄將書卷念給他們聽，他們聽後就害怕，決定報
告王，並在此之前，把巴錄和耶利米收藏起來。王聽書卷後倒不懼怕，
利用文士的刀將書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神要耶利米將所燒書卷上的
話，再寫在另一書卷上，還加上預言約雅敬的後裔不會再作王，約雅
敬的屍首也不得安葬。
思想問題:
利甲人嚴格遵守祖先吩咐的態度，得到上帝的稱許和保守。我們可有
哪些具體的信仰行動可以繼續把敬虔的信仰傳承給家族與後輩，使整
個家族都敬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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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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7 日

青少年崇拜

7月4日

青少年團契

2021 年 6 月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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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林定洲執事
羅周淑萍姊妹

地點

視像會議

待定

(A)下午 2:00-3:00

(A)黎鳳瓊姊妹

(A)教會辦公室

待定

(B)上午 9:30-11:30

(B)鄭美誼姊妹

(B)第一城

火炭小組

待定

晚上 8:30

梁伊惠姊妹

視像會議

以馬內利小組

3/7(六)

下午 2:00-4:00

教牧同工

視像會議

景恩伯大尼小組

10/7(六)

下午 4:00-6:00

教牧同工

視像會議

河畔小組

25/7(日)

下午 2:15-4:00 歐麗梅姊妹

組員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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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下午 2:00-3:30

媽媽查經小組

待定

上午 10:30-12:00 葉春儀姊妹

青見組

暫停

星期五小組

待定

Agape 小組

每月第四週六

漢聲聚會

待定

崇拜後

容浩祥弟兄
徐楚穎姊妹

何菀雯姊妹

晚上 9:00-10:00 陳鳳儀姊妹

視像會議
視像會議
駿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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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鄞雲友弟主兄

駿景園會所

黃麗玲姊妹
鄭振嬌姊妹
黃慧敏姊妹

黃飛鵬弟兄府上

崇拜主席

禮堂

晚上 8:00

愛@home

待定

晚上 7:00-10:45

祈禱會

主日

早上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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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021)崇拜事奉人員
主餐主日崇拜
時間：主日早上 10:45

主席:林國堅 Andrew 弟兄
講員:鄺振華牧師
領詩:Mathetes 敬拜隊
司事:黃遠成傳道
音響:吳志明 Stanley 弟兄、吳子峰 Eric 弟兄

真理基石浸信會
顧問會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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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理堂主任: 黃遠成傳道 (2633 1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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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牧師:李秀峰牧師
辦公室地址: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307-8 室

電話:2633 1079

崇拜地點:沙田石門安睦街 8 號(浸會大學石門校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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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