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火炭堂)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主日崇拜
主席:林國堅 Andrew 弟兄
領詩:教會司琴培訓中心
音響:黃仲恆 Bruce 弟兄、梁樹人 Billy 弟兄
司數:陳永堅 Edwin 弟兄、葉春儀 Chloe 姊妹
泊車:歐陽偉昌 Lewis 弟兄

講員:蘇永耀傳道
司事:李佩娟 Kit 姊妹
黃遠成傳道

序樂-----------------講員及敬拜隊進入禮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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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3-24 --------------主席/眾立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祈禱------------------------------------------------主席/眾立
唱詩敬拜--------------- (1)真神之愛 ---------教會司琴培訓中心
(2)祢真偉大
(3)全因基督
(4)以愛還愛
讀經------------------ 羅馬書 8:35-39 --------------主席/眾立
講道--------------------- 疫情·逆情 ----------蘇永耀傳道/眾坐
回應詩---------------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教會司琴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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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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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及敬拜隊退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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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神之愛】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1.祢愛至深 至高至偉大 口齒盡描 也未全述
蓋過高天 遠超海深度 不可測透 超出估算
始祖低首 不安 心畏罪 祢愛子親臨救贖
我眾過犯 祢一一潔淨 祢愛子帶來復和
祢愛不息 永遠不更改 厚愛廣闊無邊際
眾聖讚美 天使皆唱頌 訴說出真神之愛
2.縱見國邦
人仍閉口
祢愛信實
始祖之後

褪色與替換
拒禱告仰望
永遠不更改
得施恩救贖

世界一切 終必結束
呼天拜石 想得保障
祢愛廣闊無止境
眾聖天使同頌揚

3.祢愛至深 至高至偉大 不可測透 超出估算
祢愛信實 永遠不更改 祢愛廣闊無止境
始祖之後 得施恩救贖 眾聖天使同頌揚
【祢真偉大】
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我靈歌唱 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 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 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 何等偉大
【全因基督】
1.當天 誰捨棄萬世尊貴
主降世 彰顯愛到底
犧牲 懸上十架都不計
因有祢 我罪得永遠清洗
是祢歷遍鞭傷 身心拆毁
讓我跪拜頌唱 愛祢超過一切
全因基督生命 當高歌不停
高天凱奏神是愛 石頭也讚詠
萬口宣告耶穌獲勝 全地亦歌頌呼應
基督請恩臨 賜恩典 祝福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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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2.基督 從死蔭下已得勝
黑暗處 施恩作救拯
應許 神救贖計劃達成
不再有眼淚 嗟嘆與哭聲
用信抬頭盼待天家美景
歷世萬眾齊來敬拜 天使響應
全因基督生命 當高歌不停
高天凱奏神是愛 石頭也讚詠
萬口宣告耶穌獲勝
來吧 讓生命呼應
基督的恩情 我傾出一生作證
神呀 請祢堅固我
【以愛還愛】
賜下祢恩光 照亮我心房
不會再驚慌 為祢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 靠在祢身旁
竟為我擔當 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 呼喊的 祢都親手撫摸
讓不朽的 溫暖的真愛 療治痛楚
主祢當得敬拜讚美 祢恩典覆蓋這地
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你起
榮耀頌讚歸與你讚美 祢關心親切細膩
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 一生都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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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屬<撒種音樂事工>所有

回應詩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 每個刑罰為我承受
恩典如海 四面環繞 失望羞愧時 祢仍擁抱著我
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十架上釘痕的手 告訴我 祢永不放棄我
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不論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難逼迫
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何等長闊 何等高深 天離地多高 祢愛多浩大
無法測透 永遠無盡頭 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講道主題:疫情·逆情
經文:羅馬書 8:35-39
35.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
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36.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
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37.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38.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
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39.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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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年主題：生命轉化･實而不華

家事分享
1. 承蒙蘇永耀傳道蒞臨證道及教會司琴培訓中心蒞臨領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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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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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 下午 12:30 截止收回，下午於年會中唱
票及公佈結果。
4. 第十四屆年會暨 2021 年第三次會友大會將於 9 月 26 日(本主日)
下午 2:30 假火炭培基小學舉行，請已報名的肢體按時出席。
5. 馬鞍山堂將於 10 月 1 日(週五-國慶公眾假期)舉行讀經營；地點：
突破青年村，時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4:00，內容：敬拜、聖經
遊戲、講座。講座主題：「舊約與我何干？」，講員：李淑儀牧
師；名額 40 人。歡迎兄姊參與。
請登入以下連結或掃描 QR code 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8xn9EsjC9NusVKdCgyrHNWZvNkgX2DxsFSBSSilD8kw/ed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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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欲作奉獻，可考慮以直接轉賬方式存入恒生銀行戶口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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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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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1 年 10 月份主日崇拜講員及領詩安排：
10 月 3 日主餐主日崇拜–鄺振華牧師講道、Mathetes 敬拜隊領詩
10 月 10 日鶼鰈主日崇拜–黃遠成傳道講道、Phileo 敬拜隊領詩
10 月 17 日主日崇拜–李鎮坤傳道講道、Pa Ma Voice 敬拜隊領詩
10 月 24 日主日崇拜–何力群傳道講道、撒種音樂領詩
10 月 31 日主日崇拜–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本週代禱事項
1. 記念於本主日下午舉行的第十四屆年會暨 2021 年第三次會友大
會及 2022 年至 2023 年度理事選舉點票。求主保守整個會議和點
票過程順利進行。願主感動各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彼此服事，共
建神家。
2. 記念於 10 月 2 日(六)上午舉行火炭堂事工研討會成員退修會。求
主讓各人於退修會中經歷神親自的帶領，思想神在個人身上的作
為和心意，更新各人服侍的心志，在愛中互助互勵，一起成長。
3. 記念香港公立醫院的醫護人手長期短缺，由於最近流失率有所上
升，難免進一步影響員工的工作量，同時影響服務。求主保守醫
管局剛公布挽留人手方案，有助解決人手問題，使到醫院維持良
好運作。
4. Delta 及 Mu 變種病毒仍然肆虐全球，部分東南亞地區創單日確診
數字新高。求主施恩憐憫，使疫情不再蔓延，受到控制。求主保
守全球接種新冠疫苗覆蓋率迅速增加，富裕國家捐贈更多疫苗，
讓貧窮國家人民盡快獲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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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最新課程
課程名稱

地點

日期

時間

講員/導師

19/9、26/9、
上午
3/10、10/10、17/10、24/10、31/10、
屬靈操練 201 室
7/11、14/11、21/11、28/11、
9:15-10:15
5/12、12/12

黃遠成傳道

教會旅遊巴安排
早上前往教會
第一站(09:50)

第二站(10:00)

第三站(10:05)

第一城越棧門外

火炭火車站 88K 有蓋巴士站

駿景園巴士總站

中午離開教會 (12:30 開出)
第一站

第二站

第三站

第四站

駿景園

銀禧花園

火炭港鐵站

沙田第一城

減低感染新冠病毒風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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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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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棄置口罩專用垃圾桶。
＊禮堂設有座位距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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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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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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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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我想，現
金句
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羅 8：17-18)
讀經
何西阿書、約珥書
月詩
奔跑不放棄(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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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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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上主日奉獻：

$8,250.00

青少年聚會

20/2

青少年奉獻：

$124.80

Awana兒童事工

84/22

兒童奉獻：

$196.60

9月份累積奉獻：

$100,025.30

上主日奉獻：

$65,850.00

青少年奉獻：

$231.00

兒童奉獻：

$63.00

9月份累積奉獻：

$268,701.20

上主日奉獻：

$24,845.00

兒童奉獻：

$0.00

9月份累積奉獻：

$101,320.00

上主日奉獻：

$3,090.00

兒童奉獻：

$35.00

9月份累積奉獻：

$10,856.00

English Trek

8/3
石門堂

主日崇拜

早堂

午堂

69

159

青少年崇拜

46/8

Kalos Kids主日學

26/12

主日祈禱會

35

救恩論

15/1

福音探索班

5/1

敍事體查經訓練

18/1
馬鞍山堂

主日崇拜

39

Awana/導師

5/4

崇拜神學課

13/1

浸禮班

1/1
利安禮拜堂

崇拜

29

316 精兵

11/5

電腦班

7/1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9月份累積奉獻：$500.00
火炭堂、石門堂、馬鞍山堂及利安禮拜堂9月份累積奉獻(包括發展基金)
合共：HK$483,8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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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易朗恆傳道
【紅蘿蔔，雞蛋，咖啡粉】
有個女孩向父親抱怨，每天充滿了許多困難，一個接著一個，她
快要受不了。
作大廚的父親把她帶到廚房，將三個小鍋裝滿水，各放進紅蘿蔔、
雞蛋和咖啡粉，然後放在爐上。他一句話也不說，直等到水煮開，然
後將三樣東西分別放在碗裡。他叫已經不耐煩的女兒來，摸摸紅蘿蔔，
敲破蛋殼，再喝一口咖啡。咖啡的香味讓女兒露出笑臉，問父親：
「這
樣作是什麼意思？」
這時，父親指出，這三樣材料都經過熱水的煎熬，但是卻有不同
的結果：紅蘿蔔本來很硬，如今卻變軟了；雞蛋本來很脆弱，如今裡
面則變爲硬實；咖啡則是使熱水整個的味道都改變了。
他問女兒：
「困難來叩門的時候，妳像哪一樣呢？是原來很剛強，
但愈來愈軟弱，就像紅蘿蔔？還是原來心較軟，後來則愈來愈冷硬無
情，像雞蛋？咖啡粉卻和它們都不一樣，能夠用自己的生命將整個環
境改變得美好！」

***在我們有信仰的人而言，我們能夠成為「咖啡粉」的勇氣不
單是來自自己的自信，更是來自於我們的主，因為祂從來都是我們患
難中，隨時的幫助。生命總有難關、低谷之時，記得別單靠自己的力
量，靠著主，將困難的環境改變成「美味可口」的人生。
節錄自《聖經遇見小故事》，劉良淑編著，校園書房出版社

-----------------------------------------------------------------

盼望弟兄姊姊藉著不同的故事，能夠發現上帝的足跡，反思信仰
生命。此書名為《聖經遇見小故事》，記載了 100 個生活故事，每個
故事都有相關主題的經文及「心靈小憩」，雖然未能盡錄，但有興趣
了解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看看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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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讀經計劃分享
但以理書第 9 章是七十個七的異象。大利烏登基成為加勒底王那年，
但以理從耶利米的預言中，得知耶路撒冷將荒涼七十年，他就披麻蒙
灰，向神認罪和禱告。第 4 節禱告開始的讚美說話跟尼希米記 1 章 5
節差不多是完全一樣。但以理承認以色列所遭遇的大災禍是因為以色
列人違背律法，這是神公義的審判。但以理指出神曾經領以色列人離
開埃及，他求神赦免以色列人，復興耶路撒冷。但以理正在禱告的時
候，天使長加百列轉達七十個七的異象。
第 10 章是關於大爭戰異象的開始。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但以理在底
格里斯河邊，看見天使。身邊的人卻看不見，極為害怕逃跑。但以理
因見這大異象面容失色，毫無氣力。天使按手在但以理身上，並向他
說話。天使讓但以理重新得力，鼓勵他要堅強，指示他靈界間的戰爭。
思想問題:
1. 第 10 章但以理於異象中看見波斯強盛時代，然而神卻在這時啟示
將會有的大爭戰，思考應該如何理解此異象？
2. 請說明但以理如何從天使獲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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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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9 月 26 日

青少年崇拜

新翼一樓

10 月 3 日

青少年團契

新翼一樓

2021 年 9 月及 10 月各小組聚會時間及地點
名稱

日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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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駿景園

待定

待定

伍笑賢姊妹

第一城

手牽手喜樂小組

待定

待定

黃秀儀姊妹

駿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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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二)

(A)下午 2:00-4:30

黎鳳瓊姊妹

視像會議

24/9、8/1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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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六)

下午 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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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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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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教會辦公室

(3/10/2021)崇拜事奉人員
主餐主日崇拜
主席:湯慶乾 Owen 弟兄
領詩:Mathetes 敬拜隊
音響:黎銓華 Jason 弟兄、林國堅 Andrew 弟兄
司數:陳永堅 Edwin 弟兄、梁淑賢 Susanna 姊妹
泊車:張啟強 Eddie 弟兄

時間：主日早上 10:45
講員:鄺振華牧師
司事:李佩娟 Kit 姊妹
黃遠成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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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