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火炭堂)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主日崇拜
主席:陳羅錦燕姊妹
領詩: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HKACM)
音響:嚴觀信 Henize 弟兄、梁樹人 Billy 弟兄

講員:朱浩廉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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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 ----------------主席/眾立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因耶和華本為善；
要歌頌他的名，因為這是美好的。
祈禱------------------------------------------------主席/眾立
唱詩敬拜-------------- (1)一生都足夠 --------------- HKACM
(2)在地若天
(3)靠近祢
讀經---------------- 馬可福音 16:14-20 -------朱浩廉傳道/眾坐
講道------------------ 改變世界的小民---------朱浩廉傳道/眾坐
回應詩------------------- 忠心至死 ----------------- HKACM
奉獻金句------------- 馬太福音 6:19-21 -------------主席/眾坐
不要為自己在地上積蓄財寶；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洞來偷。
要在天上積蓄財寶；天上沒有蟲子咬，不會銹壞，也沒有賊挖洞來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哪裏。

本月金句------------- 以弗所書 4:22-24 -------------主席/眾坐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家事分享--------------------------------------黃遠成傳道/眾坐
讚美詩------------------- 讚美一神 -----------------主席/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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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後 5:17

敬拜詩歌
【一生都足夠】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HKACM)>所有
遠眺萬里 共我主闊步行 跨千里
愛靠近祢 願每天讚美 深感激主祢
過去迷途 全賴祢願接納 為我張開雙臂
哪個及祢 願每刻傾出每分所有
哪個像祢 未歇息看顧 供應必足夠
恩主同途 傳遞信望愛 燃亮漫天星宿
頌讚的歌聲 天空星際飄
令我心歡呼 不息恩惠似浪潮
常跟祢連繫 世上沒事情比祢重要
任世間紛擾 豐足不缺少
未怕於一朝年華財富都消失了
深相信 神讓我獲最大滿足 一切都輕看了
今宣告神是世上最大滿足 一生都足夠了
【在地若天】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HKACM)>所有
同心志 靜待著可跟祢相見
在復活裡尊貴的臉 一心盼再遇見
同奔往 踏著步履走向高處
在地若天又重遇 傾心聽祢話語
「願你得平安！」這聲音滿力量
令我心天天都堅壯
全是祢已復活作我光
讓我傾全心高舉主祢聖名
盡我聲高呼主得勝 榮耀
讚美 頌揚 永遠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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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祢】
在這刻願我可從心靠近祢
求給主潔淨 求主的聖靈
主啊 頌讚主 穹蒼都呼應
唯有父神祢是配得尊敬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HKACM)>所有

縱有患難無盡 主祢是安慰
一宿的眼淚總會逝去換上恩惠
讚頌主 主祢是何樣的寶貴
主信實奇妙美善傳天際
盼祢日夜臨在於我內心處
一生一世亦得祢話語共我伴隨
盼望可每一刻都在靠近祢
唱讚美詩句 安躺主手裡

回應詩
【忠心至死】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HKACM)>所有
光在最黑暗處才能看見 光在這幽暗窄路來照我的臉
是祢恩手加我力才會得勝 讓我困倦靈魂喚醒
祢用祢竿與愛杖憐憫我 祢沒有吹去那漸殘將熄燈火
在世悲傷的叫號誰會聽見 如今於這裡我被差遣
神光照我心 牧養在困苦的人
我一生盡力盡意盡性盡心愛神
願我這一生忠心的去為祢爭戰
祢賜下愛憐 引領在每天
神監察我心 讓軟弱變得剛強
我一生盡力盡意盡性盡心的打仗
用我這一生甘心的去為祢擺上
天家的方向 忠心至死去踏上
忠心至死我踏上
3

講道主題:改變世界的小民
經文:馬可福音 16:14-20
14.後來十一使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
不信，心裏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
他的人。
15.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17.信的人將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
言；
18.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不會受害；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了。」
19.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以後，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
邊。
20.門徒出去，到處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藉著伴隨的神
蹟證實所傳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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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年主題：生命轉化･實而不華

家事分享
1. 承蒙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HKACM)蒞臨證道領詩，造就教會，
本堂深表謝意。
2. 主日崇拜前上午 10:30-10:45 設有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參加，一
同為教會、香港及世界守望。
3. 為歡迎新來到火炭區的居民，教會將於 9 月 12 日下午 1:30-3:30
舉行「火炭堂宣傳日」活動，計劃召募最少 12 小隊在火炭區派發
教會宣傳禮物包。鼓勵大家以個人或家庭、小組自行組隊參加，
每隊不多於 4 人。報名表格可於司事台索取。
4. 2022 年至 2023 年度理事選舉候選人：
李佩娟姊妹、李明遠弟兄、黃小萍姊妹、朱志賢姊妹、馬錦洪弟兄、
李傑輝弟兄、胡佩儀姊妹、李景祥弟兄。
選票將於 5/9 起派發，(註：只適合本會會友投票，否則作廢票論。)
選票將於 26/9(日)下午 12:30 截止收回。請各會友留意。
5. 青牧區將於 8 月 29 日(本主日)外出聚會，地點：太子基隆街 2 號
華寶大廈 1 樓 D 室(MJ Station Party Room)，集合時間及地點為
10:15am，太子站 D 出口。解散時間約 1:00pm。
6. 培基小學將於暑假期間就地下有蓋操場進行冷氣系統安裝工程，
旨在讓學生能有一個較舒適的活動空間，火炭堂亦十分歡迎這些
環境改善設施。教會特此呼籲弟兄姊妹如欲表支持，可將現金或
支票放入設於禮堂門口的有關捐獻箱內。支票抬頭請寫上給
「培基小學法團校董會」或「The INC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tewards Pooi Kei Primary School」。如欲收到捐獻收據，
請留下姓名及聯絡電話以便校方跟進。
7. 主日學選修課程「屬靈操練」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開課，歡迎報
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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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月 5 日恢復旅遊巴士接送服務。
來程安排:
第一站：早上 9:50 第一城越棧門外(第一城 35 座對面)開出
第二站：早上 10:00 於火炭火車站 88K 有蓋巴士站
第三站：早上 10:05 於駿景園巴士總站
回程安排:
下午 12:40 教會開出
第一站：往駿景園巴士總站
第二站：銀禧花園
第三站：火炭港鐵站
第四站：沙田第一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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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登入以下網址參加祈禱會及 10:45 開始崇拜
https://www.youtube.com (帳戶:ft tcbc)觀看直播。
10. 如欲作奉獻，可考慮以直接轉賬方式存入恆生銀行戶口賬號
「348-321175-001」賬戶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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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21 年 9 月份主日崇拜講員及領詩安排：
9 月 5 日-主餐主日崇拜–鄺振華牧師講道、Mathetes 敬拜隊領詩
9 月 12 日-主日崇拜–楊學明牧師講道、Phileo 敬拜隊領詩
9 月 19 日-主日崇拜–林世璋傳道講道、磐石之聲敬拜隊領詩
9 月 26 日-主日崇拜–教會司琴培訓中心
12. 因應對宗教場所的豁免指引及培基小學再次開放禮堂舉行崇拜，
教會將會實施以下措施以減低感染新冠病毒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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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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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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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發現自己或緊密接觸者確診，請盡快聯絡同工予以關心和代
禱，並審視是否有需要知會曾與患者有緊密接觸的人士。
13. 惡劣天氣下聚會安排
於主日上午 8 時前，天文台宣佈正在或將會懸掛八號颱風信號或黑
色暴雨警告信號時，本會所有聚會（包括小組）一律取消。倘若該
等消息在上午 8 時前撤除，本會聚會（包括小組）如期舉行。
其他任何時間，天文台宣佈將於兩小時內懸掛八號颱風信號或黑色
暴雨警告信號時，本會聚會（包括小組）一律取消，倘若該等消息
在聚會兩小時前撤除，本會聚會（包括小組）如期舉行。
建議與會者先查詢聚會當天有關惡劣天氣之聚會安排，並注意居住
地方的天氣情況，而自行決定是否適合外出。

Awana Notice Zone
1. Awana 2021-2022 新學年課程正接受報名。
2. 本主日崇拜後，於有蓋操場舉行 Awana 義賣，籌款所得將用於宣
明會助養兒童計劃的 4 名兒童。

本週代禱事項
1.記念 Awana 新學年於 9 月 5 日開課。求主使用 Awana 活動，讓
各位導師和學員於預備和學習過程中同樣得到建立和造就。
2.求主興起更多肢體參與聖樂事奉，擔任司琴、成為詩班員和敬
拜隊，學習彼此配搭，服侍神，服侍人。
3.記念學生及家長們為 9 月新學年開始的各樣準備，求主讓眾學
生及老師擁有健康的身心，在安全環境下進行課堂。
4.記念阿富汗的局勢，大量民眾驚恐，持續逃往國外，加上乾旱、
新冠病毒疫情和貧困，情況實在令人擔憂。求主看顧阿富汗人
民的安全，特別保護婦女和孩童，保守他們免受傷害，可以得
到公平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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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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
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以弗所書 4：22-24)
以西結書一至三十九章
光和鹽(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當人領受了基督的道，這人便會出現變化。從前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
壞的舊人改變成為新人，丟棄敗壞的思想觀念，猶如脫去舊衣服，換
上了新的衣裳。新人照著神的形象造成，因真理產生出的仁義和聖潔，
活出新生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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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金句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約 17：22-23)
讀經
以西結書 四十-四十八、但以理書
月詩
合一的心(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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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8 月 22 日)各堂點聚會人數
火炭堂
崇拜/主日學

人數

奉獻

崇拜及祈禱會

124

上主日奉獻：

$15,350.00

青少年聚會

22/4

青少年奉獻：

$111.70

兒童奉獻：

$0.00

8月份累積奉獻：

$167,756.20

上主日奉獻：

$72,495.00

青少年奉獻：

$689.00

兒童奉獻：

$0.00

8月份累積奉獻：

$392,450.40

上主日奉獻：

$9,220.00

兒童奉獻：

$0.00

8月份累積奉獻：

$106,930.00

上主日奉獻：

$3,190.00

兒童奉獻：

$25.00

8月份累積奉獻：

$15,975.00

Summer Awana/
導師/youth helpers

71/10/12
石門堂

主日崇拜

早堂

午堂

69

162

青少年崇拜

38/9

Kalos Kids主日學

36/12

主日祈禱會

30

福音探索班

5/1

兒童詩班/導師

5/4
馬鞍山堂

主日崇拜

40

Awana/導師

6/3
利安禮拜堂

崇拜
316 精兵

25
11/4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8月份累積奉獻：$5,000.00
火炭堂、石門堂、馬鞍山堂及利安禮拜堂8月份累積奉獻(包括發展基金)
合共：HK$688,1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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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程麗斑傳道
整座建築在他裏面連接在一起，不斷增長，
成為主裏的聖殿。
以弗所書 2：21
今年東京奧運及帕運的兩個標誌由東京著名設計師野老朝雄
（Asao Tokolo）創作，他以 3 種不同形狀的方形來進行設計，代表
不同國家的文化和思想。若細心觀察兩個標誌，可見所使用的方形和
其數量，甚至連留白面積，亦是完全相
同的。簡單而言只是重新移動東奧標誌
中的方形，便可以拼成今屆東京帕運的
標誌。野老朝雄的創作靈感是「連接」
兩字，他藉作品寄予現代社會不單單只
需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連結，還需要團結
起來。而且更能憑兩者之間的關連帶出
共同意義，完美展示奧運一直推崇的精
神。
信徒好像不同的方形，擁有各人獨特的背景及思想。在教會裡既
是個體，也是築成教會的活石，需要全體都在神裡面連接在一起，才
能逐漸增大而成為在主裡的教會。教會是一有機體，是一個有生命力，
講求生命生長的地方。作為神的兒女的我們必須連於主，與主建立正
常的關係是必須的第一步，才能與各肢體有正常的關係。我們每月守
的主餐就是連結上帝恩典的方式，藉耶穌基督的犧牲滅絕了冤仇，十
字架拆毀了我們與上帝中間的牆，使兩下合而為一，歸為一體，與上
帝和好了，所以守主餐是和好合一的象徵。這種精神契合，只能在主
內同心的人才可以體會得到。
任何建築材料，若沒有被建造，只是一塊塊的石頭，沒有多大的
用處，不能成為房屋。同樣，信徒也必須被建造起來，才有用處。
只有我們肯讓神的生命在我們裡面自由長大，才有教會真實的建造。
保羅非常強調我們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 4:3）
不錯，一切從心開始，如果我們的心不願意，一切都是徒然。教會真
正的合一，需要每一位信徒彼此配搭。大家可為教會擺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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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讀經計劃分享
以西結書第 33 章至 39 章描述以色列的復興。第 33 章神設立以西結
作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神喜悅見到惡人悔改，性命得以存活。那些
猶大地區的以色列人聽了先知的話，卻沒有行動，因此他們必不能繼
承以色列的地。第 34 章神責備以色列的邪惡牧者。這些所謂牧人沒
有負上應有的責任帶領羊群。神要親自找回自己的羊，領回到應許之
地，使以色列再次復興。第 35 章的西珥就是以東，他們在以色列人
遭遇災難時，殺害以色列人，意圖佔有以色列地。神因此施行審判，
使以東的全地荒涼。
第 36 章神除去以色列山的羞辱，應許這裡生機重現。耶和華賜給以
色列人新心和新靈。神為了自己的名，讓以色列人離開過去犯罪的道
路，使周圍國家的人知道耶和華可以復興以色列。第 37 章描述枯骨
復生的異象，以色列民族成為充滿力量的軍隊。兩根木杖的連接象徵
以色列與猶大的合一。神應許新以色列的王住在應許之地，並與他們
立下永約。
第 38 章和第 39 章是關於歌革的預言。神向歌革發出烈怒，在以色列
山上殺戮歌革的軍隊，以色列人擄掠他們的財物。戰爭結束後，以色
列各人歸回本地定居。
思想問題:
1. 第 33 章中守望者的責任是甚麼？
2. 第 34 章為甚麼神要除滅肥壯的羊？
3. 第 36 章甚麼才是神復興以色列的原因？
4. 第 37 章對以色列人來說，枯骨復生的異象具有甚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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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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9 日

外出聚會：太子基隆街 2 號華寶大廈 1 樓 D 室
(詳情請閱家事報告)

9月5日

青少年團契

2021 年 8 月及 9 月各小組聚會時間及地點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待定

負責人/導師
黃濤弟兄
何潔芳姊妹

新手牽手小組

待定

手牽手 JB 小組

待定

待定

伍笑賢姊妹

待定

手牽手喜樂小組

待定

待定

黃秀儀姊妹

待定

葡萄樹小組

待定

待定

林小寶姊妹

待定

7/9、21/9(二)

(A)下午 2:00-4:30

黎鳳瓊姊妹

視像會議

待定

(B)上午 9:30-11:30

鄭美誼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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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六)

早上 10:30-12:30

教牧同工

視像會議

景恩伯大尼小組

28/8(六)

下午 4:00-6:00

教牧同工

教會辦公室

河畔小組

25/9(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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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日)

上午 9:30-10:15

教會辦公室

Phileo 小組

待定

中午 12:00-1:00

方文廉弟兄
容浩祥弟兄
徐楚穎姊妹

媽媽查經小組

8/9(三)

上午 10:30-12:00

葉春儀姊妹

教會辦公室

Agape 小組

每月
第四週六

晚上 8:00

漢聲聚會

1/9(三)

晚上 6:30

愛@home

10/9(六)

晚上 8:30-10:00

祈禱會

主日

早上 10:30-10:45

媽媽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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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沁姊妹
張淑華姊妹
梁國昌弟兄
鄞雲友弟兄
黃麗玲姊妹
黃慧敏姊妹
黃慧汶姊妹
鄭振嬌姊妹
崇拜主席

待定

教會辦公室

視像會議
先於石門煌苑酒樓晚飯，
然後返回石門堂辦公室聚會

Zoom 視像會議
禮堂

(5/9/2021)崇拜事奉人員
主餐主日崇拜
時間：主日早上 10:45

主席:陳羅錦燕姊妹
講員:鄺振華牧師
領詩:Mathetes 敬拜隊
司事:黃遠成傳道
音響:鄞雲友 Kant 弟兄、林國堅 Andrew 弟兄


真理基石浸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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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會牧
火炭堂

署理堂主任:

黃遠成傳道

傳真: 2633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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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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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倫傳道

電郵: terry@truthcornerstone.org.hk

馬鞍山堂

電話: 2698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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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