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火炭堂)
二零二一年九月五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主餐主日崇拜
主席:陳羅錦燕姊妹
領詩:Mathetes 敬拜隊
音響:鄞雲友 Kant 弟兄、林國堅 Andrew 弟兄
司數:陳永堅 Edwin 弟兄、方文廉 Tony 弟兄
泊車:杜長江 Tim 弟兄

講員:鄺振華牧師
司琴:朱曉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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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2 ---------------主席/眾立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你們要稱謝萬神之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祈禱------------------------------------------------主席/眾立
唱詩敬拜-------------- (1)萬有都歸祢 --------------- Mathetes
(2)深深愛祢
(3)成為祝福
讀經---------------- 使徒行傳 11：1-18 -------------主席/眾立
講道--------------- 傳福音是甚麼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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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21:1-4 --------------主席/眾坐
耶穌抬頭觀看，見財主把捐項投入聖殿銀庫，又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文
錢，就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更多。因為眾人都是
拿有餘的捐獻，但這寡婦，雖然自己不足，卻把一生所有的都投進去了。」

本月金句------------- 約翰福音 17:22-23 ------------主席/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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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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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詩--------------------- 合一的心 ----------------- Math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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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有都歸祢】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祢是榮耀 至美尊崇 萬有都歸於祢名下
配受傳頌 至偉至聖尊貴
願讚揚 獨有主美善的真諦
齊向祢舉手傳揚 神的犧牲與十架
同頌祢深厚大愛 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
原是祢恩典降臨 眾山海都震撼呼應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深深愛祢】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祢 單單尋求祢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愛祢
敬拜祢 讓祢榮耀充滿全地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深深愛祢 耶穌 深深愛祢 耶穌
我愛祢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愛祢 耶穌 深深愛祢 耶穌 哦 我愛祢 耶穌
【成為祝福】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祢呼召我 離開本地 我舒適的地方
心中會軟弱 雙腳會顫抖 但祢賜我力量
我的生命 獻上在這祭壇上 預備自己 被祢擴張
祢的帶領 總是超乎我想像 我願順服 我願降服於祢
成為祝福 我願意獻上我生命 願祢滿足 我願意跟隨祢腳步
成為祝福 我要一生頌讚祢名 我願獻上所有 毫無保留
讓那地因我順服而得福

月詩
【合一的心】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感恩今天 能共您相聚 無限歡欣 一同攜手向前
來舉手歡呼 讚美真神 同建立愛主的群體
凡事謙虛 溫柔 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基督所賜 合一的心 竭力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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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主題:傳福音是甚麼的一回事
經文:使徒行傳 11:1-18
1.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聽說外邦人也領受了神的道。
2.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禮的門徒和他爭辯說：
3.「你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和他們一同吃飯了。」
4.彼得就開口把這事挨次給他們講解，說：
5.「我在約帕城裏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看見異象，有一
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着四角，從天縋下，直來到我
跟前。
6.我定睛觀看，見內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獸、昆蟲並天
上的飛鳥。
7.我且聽見有聲音向我說：『彼得，起來，宰了吃！』
8.「我說：『主啊，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潔淨的物從來沒
有入過我的口。』
9.「第二次，有聲音從天上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
俗物。』
10.這樣一連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11.「正當那時，有三個人站在我們所住的房門前，是從凱撒
利亞差來見我的。
12.聖靈吩咐我和他們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還有
這六位弟兄，我們都進了那人的家。
13.那人就告訴我們，他如何看見一位天使站在他屋裏，說：
『你打發人往約帕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
14.他有話告訴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15.「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
上一樣。
16.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
的洗。』
17.神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
們一樣，我是誰，能攔阻神呢？」
18.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神，說：「這樣
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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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鋼
1. 傳福音是突破人的限制
2. 傳福音是與神同工
3. 傳福音是經歷聖靈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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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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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主日崇拜後有「火炭堂宣傳日」活動的簡介會，請已報名的弟
兄姊妹留步出席。活動將於 9 月 12 日下午 1:30-3:30 舉行，目的
為歡迎新來到火炭區的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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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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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票於 9 月 5 日(本主日)起派發，請各會友到司事台索取，填妥
後放入投票收集箱內(註:只適合本會會友投票，否則作廢票論。)
請留意選票於 9 月 26 日下午 12:30 截止收回。
4. 第十四屆年會暨 2021 年第三次會友大會將於 9 月 26 日下午 2:30
假火炭培基小學舉行。因疫情關係，請出席肢體於 9 月 24 日下午
5:30 前向教牧同工報名，以便安排座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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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培基小學於校內有蓋操場安裝冷氣糸統事宜，真理基石浸信會
火炭堂為此共籌得十萬元捐獻並已代交上，校方為此深表感謝。
7. 8 月份奉獻明細表已張貼在禮堂外的告示板上。
8. 旅遊巴士接送服務於 9 月 5 日(本主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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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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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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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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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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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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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學年於本主日(5/9)開學，請所有 Awana 隊員
準時上午 10:20 出席升旗禮。散會時間為下午 12:15。
2. 新學年課室編排請留意地下大堂及禮堂外之告示板。
3. 上主日之 Awana 義賣，共籌得$5,340。籌款將用於宣明會助養兒
童計劃的 4 名兒童。在此感謝大家的支持。

本週代禱事項
1. 記念教會逐步恢復各項實體聚會和活動，求主保守每位事奉人
員，重返服侍崗位時，可以順利適應，彼此配合，共同事奉神。
2. 求主使用 9 月 12 日舉行的「火炭堂宣傳日」活動，感動弟兄姊
妹積極參與派發教會禮物包行動，歡迎新搬到火炭區的居民，
介紹火炭堂給他們，同時讓更多街坊知道火炭堂。
3. 新冠肺炎 Delta 變種病毒威脅持續，部分國家和地區新增確診
數字仍然高企。求主使全球新冠疫苗接種速度加快，疫苗覆蓋
率增加，各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遏制疫情蔓延。
4. 隨著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權，西方國家軍隊撤離當地，不少國
民逃難到其他中東地區，求主讓不同組織團體伸出援手，提供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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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基石浸信會
日期：2021 年 9 月 26 日(主日)
地點：火炭培基小學
主席：馬錦華執事

時間：下午 2：30
書記：張立成理事

開會祈禱

一、第十四屆年會議程
1. 報告事項：
a. 書記宣讀第十三屆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b. 會務報告
c. 財務部滙報 2020 年核數師報告 (附件一)。
2. 議案商討：
a. 有關 2020 年核數師報告， 經由本會委任之核數師檢核後交回及作出報告，並經
理事會通過接納，應否接納案。
b. 有關建議續聘伍子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 2021 年度之核數師，理事會通過
接納，應否接納案。
3. 2022 至 2023 年度理事選舉：
候選人：李佩娟 李明遠 黃小萍 朱志賢 馬錦洪 李傑輝 胡佩儀 李景祥
即席選出唱票、監票及記錄人，並進行唱票及公佈結果
4. 宣讀是次會議記錄，並請予修正接納。

二、2021 年第三次會友大會議程
1. 書記宣讀上次會友大會(6 月 27 日)會議記錄
2. 各堂報告
3. 聘牧委員會報告
4. 理事會報告
5. 議案商討
- 有關聘牧委員會建議聘請吳肇文傳道為石門堂助理會牧，任期一年，理事會通過
接納，應否接納案。
休會祈禱
附件一：會友可向幹事索取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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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教會主題: 生命轉化 ･ 實而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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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把天父給祂的榮耀賜給基督徒，目的是讓基督徒可以維持合一。
信徒的合一是福音性關係，緊接著主耶穌的使命，連於神對人和對基
督的愛。當信徒完全展現合一時，見證出耶穌在眾信徒身上完全得著
了榮耀，世人不只會相信，並且知道耶穌乃是神所差來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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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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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上主日奉獻：

$80,260.00

青少年外出聚會

24/3

青少年奉獻：

$0.00

兒童奉獻：

$0.00

8月份累積奉獻：

$248,016.20

上主日奉獻：

$58,145.00

青少年奉獻：

$0.00

兒童奉獻：

$0.00

8月份累積奉獻：

$450,595.40

上主日奉獻：

$16,710.00

兒童奉獻：

$0.00

8月份累積奉獻：

$123,640.00

上主日奉獻：

$18,850.00

兒童奉獻：

$0.00

8月份累積奉獻：

$34,825.00

Summer Awana/
導師/youth helpers

63/7/13
石門堂

主日崇拜

早堂

午堂

63

154

青少年崇拜

40/6

Kalos Kids主日學

34/16

主日祈禱會

31

福音探索班

5/1

週三祈禱會

7
馬鞍山堂

主日崇拜

43

Awana/導師

8/4

季會及祈禱會

29
利安禮拜堂

崇拜

25

316 精兵

11/3

成人主日學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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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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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易朗恆傳道
本月份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幾個生活小故事，雖然故事不是來自聖經真
理，但每個故事都發人深省，讓我們從故事中發現上帝的足跡，反思
信仰生命。
【傾聽微小的聲音】
一天，有名農夫在馬廠打掃，工作結束回到家裡，赫然發現老婆
送給他的懷錶不見了。那隻懷錶對他意義非凡，十分珍貴，於是他立
刻轉身跑回馬廠尋找。但找來找去，幾乎把馬廄都給拆了，還是沒找
著。
他垂頭喪氣地走出來，看到外面正好有一群小孩在玩耍，於是他
向那群孩子說：
「誰能在馬廠裡，幫我找到懷錶，我就給他五毛錢（美
金）。」
一聽這話，那群孩子便一窩蜂地跑進去找。經過一段時間，孩子
們一個個空手出來，向他搖搖頭。農夫更加失望，氣餒了。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一個孩童，對他說：「我再進去找一次試試
看！」農夫雖然不抱什麼希望，但也不表反對。這個孩子進去，不一
會兒的工夫，就出來了，手上還拿著農夫的懷錶。農夫非常驚訝，問
他：「你是怎麼找到的？」
孩童說：「我進去之後，什麼也不作，只是靜靜地坐在地上。慢
慢地，我就聽到了小小的滴答滴答聲，於是我順著聲音去找，就找到
了。」
***生活忙亂、性格急躁、自我中心，都會阻礙了你聆聽聖靈的
聲音。有時要學像那個孩童一樣，不要急著面前的事，反而靜靜地聆
聽，事情就得而解決。信仰而言，不要被眼前的事阻礙自己，反而靜
靜地聆聽聖靈對你的說話，或許你就得著指引。

節錄自《聖經遇見小故事》，劉良淑編著，校園書房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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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讀經計劃分享
以西結書第 43 章接續第 40 章的開始，內容仍然是聖殿異象，描述上
帝的榮光充滿新聖殿，跟所羅門聖殿分別為聖時的狀況一樣，也跟曠
野會幕完工時耶和華的榮光充滿會幕一樣。神在聖殿中差遣以西結將
聖殿的事情指示以色列人，說明祭壇的構造和設置的地方，還有獻祭
的禮儀和奉獻方式。
第 44 章以西結被天使帶到整個聖殿範圍向東的門，這門已經關閉，
代表神已進入其中，以西結從北門進入聖地。神禁止外邦人進入聖地，
看守聖物和聖殿的各樣雜務由利未人負責，不可交給外邦人處理。祭
司要由利未人撒督的子孫擔任，他們不可剃光頭，也不可蓄長髮，只
可以娶本國的處女或祭司遺留的寡婦為妻子。祭司要教導百姓如何分
辨聖俗，帶領民眾按照規定遵守節期。
第 45 章提到分地時，需要留下聖地和君王之地。神要求君王要施行
公義，於公平制度下進行管治。百姓當向王獻上供物，王則預備各樣
祭禮所用的物資。

思想問題:
1. 第 43 章 7 節中「這是我寶座之地，是我腳掌所踏之地。」，
這地需要甚麼特色？
2. 第 44 章為什麼神要求以西結留心看守聖殿各處的出入口？
3. 第 45 章的獻祭規定對今天的信徒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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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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

青少年團契

9 月 12 日

青少年崇拜

2021 年 9 月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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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二)

晚上 7:30-9:00

林小寶姊妹

新城市中央廣場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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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六)

早上 10:30-12:30

教牧同工

視像會議

景恩伯大尼小組

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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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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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8:00

李雪沁姊妹
張淑華姊妹

視像會議

晚上 8:00-10:00

梁國昌弟兄
鄞雲友弟兄

石門新都廣場 308 室

Zoom 視像會議
禮堂

媽媽加油站

Agape 小組
漢聲聚會

每月
第四週六

16/9(四)
6/10(三)

愛@home

10/9(六)

晚上 8:30-10:00

黃麗玲姊妹
黃慧敏姊妹
黃慧汶姊妹
鄭振嬌姊妹

祈禱會

主日

早上 10:30-10:45

崇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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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

教會辦公室

(12/9/2021)崇拜事奉人員
主日崇拜
時間：主日早上 10:45

主席:魏明德 Michael 弟兄
講員:楊學明牧師
領詩:Phileo 敬拜隊
司事:黃遠成傳道
音響:吳志明 Stanley 弟兄、黎銓華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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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