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火炭堂)
二零二一年七月四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主餐主日崇拜
主席:林國堅 Andrew 弟兄
領詩:Mathetes 敬拜隊
音響:吳志明 Stanley 弟兄、吳子峰 Eric 弟兄

講員:鄺振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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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4 ---------------主席/眾立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祈禱-----------------------------------------------主席/眾立
唱詩敬拜------------ (1)祢是 Alpha Omega ---- Mathetes 敬拜隊
(2)幽谷中的盼望
(3)最美好的仗
經文------------------ 羅馬書 12:9-21 -------------主席/眾坐
講道-------------- 可以盡力與眾人和睦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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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50:23 --------------主席/眾坐
凡以感謝獻祭的就是榮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神的救恩。
本月金句---------------- 彌迦書 6：8 --------------主席/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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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詩-------------------- 天國在人間 --------- Mathetes 敬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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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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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 Alpha Omega】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 祢是配得榮耀 尊貴 權柄的
因為祢創造了萬物 萬物都是因祢的旨意存在 我們頌讚祢
祢是 Alpha Omega 是全能的神 我們舉手 來跪下敬拜
祢是昔在 是今在 是永在的神 全地都要來開口稱頌
萬主之主 萬王之王 全心讚美祢
【幽谷中的盼望】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山邊 無花果樹不發旺了 殘留葉絮 隨風輕飄
葡萄樹未結果 橄欖樹枯乾了 田地也沒有出糧食了
即使 羊圈好像荒廢了 羊群未見 綠草稀少
牛棚全部已空 籬笆被燒毀了 我仍能靠著神喜笑
唯祢是我終生拯救 我心中力量
是我亮光 我的保障 毋須畏懼前途如何荒涼
唯獨是祢是永久的倚靠 幽谷中盼望
活在世俗中 看見祢的恩惠
人生變幻無常 仍不膽喪 心可堅壯
【最美好的仗】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所有
過去困於幽暗裡 難以解開這捆綁
痛苦中掙扎 無法為基督作光
懇請救主改變我 能對祢重燃渴望
求祢助我 洗脫骯髒
憑上帝話語 可得勝
我立志每天穿戴 主所賜全副軍裝
今天決意跟主的足印 不管試探像惡浪臨近
那懼怕四周多黑暗 一生都至死忠心
恩主 我要盡力地傳揚 彰顯祢愛 令大地明亮
願窮盡力氣高聲唱 忠心打那最美好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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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
【天國在人間】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求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爭競世界播下美善
祈望真光照耀幻變歪曲世代 俗世洪流清心見祢面
求給我一顆憐恤的心 在苦痛世界播下盼望
凝望恩主笑臉釋放憂傷困惑 盼這地世代重現天國
願見喜樂傳遍 生機得再展
罪惡驅走 張眼看晴空廣闊
回復愛的真摯 心窩泛起讚頌 綻放笑臉滿愛歡唱
用我生命回應 譜出新讚歌
十架凱歌起奏 證神恩美善
投入愛相呼應 歡呼震響壯麗 萬有滿愛建世間天國
願祢國度降臨 父祢旨意成就 盼世上各地都歸向祢
願祢國度降臨 願見天國在人間 這世上各地榮耀全屬祢


講道主題:可以盡力與眾人和睦嗎？
經文:羅馬書 12:9-21
9.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10.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11.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12.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13.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地款待。
14.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15.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16.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為聰明。
17.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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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19.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
因為經上記着：「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
應。』」
20.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
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21.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講道大鋼
1. 愛是與眾人相處的基礎
2. 殷切款待眾人
3. 與眾人同哭同樂
4. 以善勝過眾人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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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 7 月 18 日起於崇拜前 10:30-10:45am 設有祈禱會， 鼓勵弟
兄姊妹參加，一同為教會、香港及世界作守望。
2. 教會獲得地政署准許於火炭港鐵站附近和火炭山尾街巴士總站對
出的路旁合共 3 個指定位置展示火炭堂宣傳橫額，並已於 7 月 2
日按照規定展示橫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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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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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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週祈禱事項 》
1. 記念於 7 月份教會為青少年預備的各項活動，求主感動更多
年青人參與，透過這些活動，體驗耶穌的愛。
2. 記念於 7 月 6 日升中放榜，求主保守各同學和家長們收到放
榜結果後的安排。
3. 新冠肺炎的 Delta 變種正在全球傳播，令部分原本成功控制
疫情的國家變得措手不及。求主使各國政府能夠作出適時反
應，採取有效措施防止疫情再度廣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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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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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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
天國在人間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經文論及上帝已經向世人清楚指示出何為善心，神看重的不是表面
物質獻祭，而是發自內心真正良善公義的行為。公義的行為是針對
社會上不公平、基於利益報酬下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神的子民應
該存有謙卑的心與別人相處，憐恤和幫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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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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最新課程
課程名稱

使徒行傳

地點

日期

25/4、2/5、16/5、
23/5、30/5、6/6、
Zoom 視像會議
13/6、20/6、4/7、
11/7、18/7、25/7

時間

導師

上午 9:15-10:15

黃遠成傳道

上週(6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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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上主日奉獻：

$80,540.00

青少年聚會

10/4

青少年奉獻：

$113.40

Trek

10/2

兒童Awana事工
新冠肺炎知多少
健康講座

80/30

6月份累積奉獻： $210,662.90

18
石門堂

主日崇拜

早堂

午堂

60

189

青少年崇拜

43/8

Kalos Kids主日學

32/13

主日祈禱會
基督論

22

上主日奉獻：

$44,060.00

青少年奉獻：

$425.50

兒童奉獻：

$167.80

6月份累積奉獻： $341,903.80

15/1
馬鞍山堂

Zoom主日崇拜

39

Awana Zoom

4/6

祈禱會

10

上主日奉獻：

$7,000.00

6月份累積奉獻： $190,790.00
利安禮拜堂

崇拜

21

兒童主日學

8/4

上主日奉獻：

$16,770.00

兒童奉獻：

$71.00

6月份累積奉獻：

$31,657.00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6月份累積奉獻：$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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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5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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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黃遠成傳道
研究的操練
貴格會牧師傅士德(Richard Foster)的《靈命操練禮讚》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The Path to Spiritual Growth)
中，將研究視為內在的操練。他指出不少基督徒仍然受到恐懼和焦
慮束縛，原因是他們沒有做好研究的操練。雖然他們真摯地做齊所
有的宗教責任，但是他們的內心沒有真正的改變，問題是在於對真
理缺乏認識。研究讓人體驗真理所帶來的釋放和自由。透過研究過
程中的仔細觀察，對發生的事物進行分析，加以反省，學習當中的
教訓。
傅士德牧師指研究過程包括有四個步驟，首先是重複，因為單是重
複本身便已經是一種思考，可以訓練我們腦袋的能力，作出回應。
第二是專心，將注意力集中於思想研究的事情上，這樣就能有效率
地作出處理。第三是理解，讓我們真正領悟出事情的真相。最後是
反省，闡明所研究事物的意義。反省會引導我們從耶穌的觀點來看
事情，同時增加我們對自身的了解。研究會引導我們成為謙卑的學
生，因為人越認識上帝，就越明白永生神的浩瀚和偉大，產生更深
的謙卑。
研究的操練主要是從書本或其他著作入手。研究書本不是簡單的事
情，而是耗費心力的藝術，需要先學習如何研究和熟習相關技巧，
否則從書本獲得的益處可能很有限。另外研究的操練關鍵不是在於
書本的數量，而是體驗我們所閱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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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讀經計劃分享
耶利米書第 40 至 45 章是猶大亡國的慘痛經歷。第 40 章巴比倫護衛
長尼布撒拉旦釋放耶利米，耶利米去到米斯巴見亞希甘的兒子基大
利，在他那裡居住。基大利是當時的省長，專心服事巴比倫王，不
少逃到國外的猶大人因聽到巴比倫王留下了部分猶大人，並使基大
利管理他們，就都回來居住。加利亞的兒子約哈難在米斯巴通知基
大利以實瑪利想要殺他，基大利卻不相信。
第 41 章基大利不聽約哈難的警告，遭到以實瑪利殺害。以實瑪利帶
著十個人來到米斯巴，跟基大利一同吃飯，於席上殺死基大利。他
又殺了見過他在那裡的所有猶大人和迦勒底兵丁。第二天，他又殺
從北方到來聖殿敬拜的八十名朝聖者，只是考慮糧食的原故，他才
放過了其中十個人。以實瑪利企圖擄走米斯巴的百姓，投身亞捫
王，約哈難帶領軍隊討伐以實瑪利，米斯巴的百姓便轉到他那裡，
約哈難因懼怕迦勒底人，便打算前往埃及。
思想問題:
1. 請嘗試分析耶利米前往巴比倫與留在本土的利弊，為甚麼耶利米
決定留守本土？
2. 請思考第 41 章中以實瑪利的犯罪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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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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

青少年團契

7 月 11 日

青少年崇拜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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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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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日)

下午 12:00-1:00

容浩祥弟兄
徐楚穎姊妹

教會辦公室

媽媽查經小組

待定

青見組

暫停

崇拜後

何菀雯姊妹

駿景園

星期五小組

待定

晚上 9:00-10:00

陳鳳儀姊妹

視像會議

Agape 小組

每月
第四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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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飛鵬弟兄府上
禮堂

上午 10:30-12:00 葉春儀姊妹

愛@home

待定

晚上 7:00-10:45

黃麗玲姊妹
鄭振嬌姊妹
黃慧敏姊妹

祈禱會

主日

早上 10:40

崇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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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像會議

(11/7/2021)崇拜事奉人員
主日崇拜
時間：主日早上 10:45

主席:區澤禧 Adrian 弟兄
講員:辛德賢老師
領詩:Phileo 敬拜隊
司事:黃遠成傳道
音響:馬卓麟 Johnny 弟兄、林國堅 Andrew 弟兄


真理基石浸信會

顧問會牧

:

鄺振華牧師

網址:www.truthcornerstone.org.hk

地 址

:

火炭樂霞坊 2 號(培基小學內)

電話:2690 2499

顧問牧師

:

鄺振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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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周淑萍姊妹(2633 1443)

火炭堂
傳真:2633 1440

電郵:fotan@truthcornerstone.org.hk
電話:2633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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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地點

石門安睦街 8 號(浸會大學石門校園內)

:

署理堂主任:

電郵: terry@truthcornerstone.org.hk

陳偉倫傳道

電話:2698 7378

馬鞍山堂
地 址

:

西貢北西澳年明路一號(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顧問牧師

:

何偉文牧師

電郵:prollo@truthcornerstone.org.hk
電話:2649 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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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道

:

盧家耀傳道

電郵:kylo@truthcornerston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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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