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火炭堂)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主日崇拜
主席:林國堅 Andrew 弟兄
領詩:Pa Ma Voice 敬拜隊
音響:吳子峰 Eric 弟兄、鄞雲友 Kant 弟兄
司數:陳永堅 Edwin 弟兄、梁淑賢 Susanna 姊妹
泊車:方文廉 Tony 弟兄

講員:李鎮坤傳道
司琴:沈文開弟兄
司事:周鳳瑜 Jun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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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1 ---------------主席/眾立
我的口要述說讚美耶和華的話；
惟願有血肉之軀的都永永遠遠稱頌他的聖名。
祈禱------------------------------------------------主席/眾立
唱詩敬拜-------------- (1)頌讚主聖名 ------------ Pa Ma Voice
(2)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3)最美好盡力愛祢
獻詩---------------------- 詩篇 23 篇----------------詩班/眾立
讀經----------------- 路加福音 10:25-37-------------主席/眾立
講道-------------------- 要愛主你的神 --------李鎮坤傳道/眾坐
回應詩----------------- 願祢用愛吸引我 ----------- 李鎮坤傳道
奉獻金句-------------- 哥林多後書 9:7-8 ------------主席/眾坐
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神愛樂捐的人。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做各樣善事。
本月金句--------------- 羅馬書 8:17-18 -------------主席/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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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月詩-------------------- 奔跑不放棄 ------------- Pa Ma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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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讚主聖名】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所有
聖潔至高主 自有永活名字
世上沒神明可比 智慧全備
施恩拯救我的主 厚愛赦罪寬恕
祢是全能上帝 一生的靠倚
來敬拜至高主 述說尊貴名字
世上沒王權可比 掌管全地
施恩看顧我的主 豐足恩惠賞賜
世上無人像祢 一生不放棄
萬國要高舉榮耀父神 滿喜樂獻歌聲
全地要吶喊主聖名當傳頌
願獻出一生榮耀父神 靠主讓我得勝
迎候國度祢旨意 Hallelujah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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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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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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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好盡力愛祢】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最美好 曾遇上 是祢溫柔的接納
了解我軟弱 體恤因祢愛護
神信實不變 恩典甘甜多美善
帶給我希望 滿足我心需要
今我願相信 祈求神祢在我裡頭扶助我
願一生到盡頭也不變

>所有

我要盡心 專一高舉祢 因祢是我的主
我要盡性 謙卑將心獻 給祢塑造性情
今我盡意 敞開心思緒 盛載滿祢話語
神伴我一生同行 讓我盡力愛祢
願我每天緊靠祢 願一生跟祢走
讓我告知這世界 是祢深愛我

回應詩
【願祢用愛吸引我】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所有
為我祢傾出諸般尊貴飄泊四方
為我祢甘心痛苦犧牲令我釋放
若我一天對祢漸淡忘 沒有以祢作主作王
祈求祢赦免警惕把我不放
主耶穌 親愛主耶穌 願你用愛深深吸引我
Woo 主耶穌 親愛主耶穌 讓我被祢鞭策再走過
【詩篇 23 篇】

獻詩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 祢為我擺設筵席
祢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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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
【奔跑不放棄】
每個狂風暴雨裡 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 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 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 我得著能力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你的名 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講道主題:要愛主你的神
經文:路加福音 10:25-37
25.看啊，有個律法專家要試探耶穌，就站起來說：「老師，
我要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26.耶穌對他說：「律法上是怎麼寫的？你又怎樣唸的呢？」
27.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
並且『要愛鄰如己』。」
28.耶穌對他說：「你答得對。照着去做吧，這樣你就必得生
命。」
29.那人想顯示自己問得有道理，就對耶穌說：「那麼，誰是
我的鄰舍呢？」
30.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卻落入
了強盜手中。他們剝掉他的衣服，把他打個半死，丟下他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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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剛巧有一個祭司從那條路下去，看見他，就從另一邊走開
了。
32.同樣，有一個利未人也經過那裏；他走近，看見了，也從
另一邊走開了。
33.可是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路過，來到那人身邊，看見他就動
了憐憫的心，
34.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傷口，包紮好，然後把他扶上自己
的牲口，帶到旅店裏照顧他。
35.第二天，那撒馬利亞人拿了兩個得拿利交給店主，說：『請
你照顧他，一切額外的開支，我回來的時候必還給你。』
36.「你認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落在強盜手中的人的鄰舍
呢？」
37.他說：「是那個憐憫他的人。」
耶穌對他說：「去照樣做吧！」

講道大綱
1. 引言
2. 示瑪(Shema)
3. 愛神的意思與不愛神的道理
4. 盡心、盡意
5. 慷慨與慈惠
6. 盡性、盡力
7. 燔祭與崇拜
8. 撒馬利亞人與律法專家的回應
9. 半死不活之人的鄰舍
10.要愛主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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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年主題：生命轉化･實而不華

家事分享
1. 承蒙馬鞍山堂李鎮坤傳道蒞臨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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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24 年度選立執事提名表格於 10 月 17 日本主日派發，
提名表格需於 10 月 31 日(日)或之前交回教會收集箱，敬請留意。
4. 本會 2021 年度浸禮定於 12 月 18 日(六)上午 11:00-下午 1:00 假
荃灣浸信會二樓禮堂舉行，已經完成浸禮班及合符申請受浸的弟
兄姊妹，請到司事枱索取浸禮申請表，並於 10 月 31 日（日）前
將浸禮申請表及得救見證交回。
5. 人事委員會報告：胡麗琼傳道因近期個人身、心、靈感到非常疲
憊關係，經禱告慎思後，決定於本年 12 月 16 日開始離任。本會
衷心感謝胡傳道在教會多年的忠心服侍，願她休息後繼續被主所
使用。
6. 主日學成長課程「新約概論」於 10 月 24 日開課，梁偉輝 Edmond
弟兄擔任導師，鼓勵大家報名參加，提升閱讀及理解新約的能力。
7. 長者天地小組於 10 月 24 日聚會，由黃愛蓮 Iris 姊妹分享主題
「認識長者藥物安全」，鼓勵大家參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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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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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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1 年 10 月份主日崇拜講員及領詩安排：
10 月 24 日主日崇拜–何力群傳道講道、撒種音樂領詩
10 月 31 日福音主日崇拜–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本週代禱事項
1. 記念 2022 年至 2024 年度執事選舉，提名期由 10 月 17 日本主日
開始直至 10 月 31 日，求主興起更多謙卑委身事奉的教會領袖，
帶領教會繼續發展。
2. 記念過去 2 個月到來參與火炭堂聚會的新來賓，願意他們能夠於
聚會中，感受到神的同在和保守，積極投入教會生活。
3. 隨著本地疫情穩定下來，感染個案主要來海外輸入途徑。求主使
到疫苗接種率進一步提升，築起社會健康屏障。同時使因受疫情
影響失業的人士，盡快找到工作，心靈和經濟上的壓力得到舒緩。
4. 本周四台灣高雄市一座大廈發生嚴重火災，46 人證實死亡，41 人
受傷。求主憐憫和安慰死者的家人，使傷者得到合適的醫治，有
關部門盡快協助居民善後和進行安置工作。


機構消息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舉辦「去留兩相牽」
移民潮下的教會與信徒使命 公開講座
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日）
時間：下午 3:00-5:00
地點：恩潮浸信會（鑽石山蒲崗村道 200 號）。網上同步直播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cYBeWExQM16faUb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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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金邊豐榮事工」代禱事項

2021 年 10 月代禱事項

共同代禱事項：
1. 柬埔寨剛完結亡人節假期，在政府鼓勵下，旅游活動非常頻繁，而大部分人也回
鄉過節，求主保守疫情不要在柬埔寨大爆發。但感恩節後，同工們的檢測都是陰性的。
2. 柬埔寨已開打第三針疫苗，部分同工已經接種了，但副作用較大，願各人平安。
3. 疫情與全球經濟緣故，柬埔寨事工的常費奉獻明顯受到影響，求主供應。
「豐榮女子學校」PSG：
1. 為 11 月開學的各項預備、會議等祈禱，特別是疫情下的預備比前複雜。政府早
前已派員來作第一次復課視察，正式開學前會再視察，願一切順利。
2. 為疫情下的上課時間表編排禱告。小學部要同時預備 2 個時間表：網課與實體。
中學部也要編制一個新模式的時間表，求主幫助 2 位負責同工，讓她所作的順利。
3. 為學校的學費資助計劃禱告，今年有很多學生申請，求主讓我們有好的政策與跟
進。
4. 爲中學部校舍興建禱告，11 日的復工檢測，發現有 2 個建築工人染疫，已讓他
們隔離，盼望疫情沒有散播。預計工程於來年 2 月完成，中學部會暫借小學部的校舍
使用。
「豐榮女兒之家」PHG 及「豐榮婦女之家」PHW：
1. 18 日開始，將陸續送家舍的服侍對象回家 2 星期，疫情下我們不希望她們坐公
車，所以會親自送她們回鄉，但機構只有一架車，有些省份要 10 小時車程，安排不
容易。另外，當中有很多聯系與安排，包括知會相關政府部門與村長等，有些家庭的
電話與聯系很不容易，所以，過程非常繁複。而服侍對象回家後的平安、疫情、心情
與及與家人相處等都需要禱告守望。當然，安排她們回來又是另一個要處理的事情，
除了交通安排，還有分批回來的隔離、她們的經歷與情緒處理及疫情會否在 2 個家宿
舍傳播等，都是我們所關注的。
2. 一個女兒之家的孩子將重返社區，求主讓她有平安、與母親一起展開新生活。她
是一個學習能力非常高的孩子，盼望她能堅持學習，並且完成大學。
3. 2 個多星期前在婦女之家被發現然染疫的保姆，感恩已經大致康復，現進行 2 星
期的家居隔離。保姆感染的是 Delta 病毒，但感恩疫情似乎沒有在家舍傳開。家舍仍
在被封鎖中，最後全院檢測化驗報告估計在 14 日會有結果，如果沒有新感染個案，
届時就能解封。請繼續紀念保姆的康復，也紀念同工的家人，包括同工與前同工的家
人，共 13 位。
4. 求主繼續保守疫情下的運作、同工工作安排，也賜予我們智慧處理很多突發的事
情。
「豐榮社區中心」PCC：
1. 11 到 15 日首次以網上形式舉行聖經班，雖然只約 10 位社區孩童及 7 位中學生
能參加，但大家踊躍參與，很享受學習過程，盼望這學習成爲他們生命的一個部分。
2. 正計劃新學期的社區補習班，因爲疫情，估計仍有一段時間未能實體開班，所以
只能招收能上網課的孩童，求主保守教學順利，家長能配合。也求主幫助那些未能
網課的孩童，能盡快得到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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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黃遠成傳道
代禱的服事
代禱應該是每位基督徒日常的服事。神喜悅我們為別人禱告，代禱是
基於愛的原故，為到所關心的人和事向神發出請求。這是一種執著，
自然流露的表現。來自由心而發的同情、關懷和憐憫，聖靈感動我們，
並催逼我們要去為別人禱告。
禱告是否蒙神應允的關鍵，在於禱告的內容是否合乎神的心意。若內
容是神的心意，怎會有不得到應允的道理。因此代求之前，不要假設
我們已懂得上帝的心意，而是先聆聽神的聲音，明白神的心意。真正
的禱告需要透過學習，學習是為了聆聽神的說話。當我們遇到不知道
如何為對方禱告時，我們應先請求天父教導我們如何代求。
無數的見證顯示出代禱的果效，禱告會在神不變的愛中帶來改變。舊
約聖經約拿的故事明確指出這一點。約拿書第三章描述尼尼微人聽到
約拿所傳傾覆信息後，宣告禁食，全城都穿麻衣。神因他們悲傷痛悔
的表現，就決定不降災禍。
雖然代禱可以帶來改變，但不是所有的禱告都有相同的果效。代禱需
要真心誠意，而不是冗長和公式化的陳述，所以缺乏同情心的禱告可
能不蒙垂聽。或許我們會因為各種的因素，感覺對別人過於冷漠，缺
乏愛心，若是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便應請求天父更新我們的心思意
念，教導我們學習憐憫別人。
願意我們常存憐憫的心，努力為別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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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讀經計劃分享
何西阿書第 7 章 1 至 2 節接續第 6 章描寫祭司的罪行。他們在內偷竊，
在外公然搶劫。他們沒有悔改之心，忽略神的管教和公義，忘記神必
追討罪孽。現在他們的罪行已到惡貫滿盈的地步，陳明在神的面前。
第 3 至 7 節是當時社會的頹廢情況。祭司企圖擾亂朝政，奉承當權者，
使他們喜歡，又以謊言迎合首領的歡心。祭司沒有盡教導的責任，使
人忠誠敬拜上帝。君王官長及宗教的領袖像燒熱的火爐，火可能代表
各樣令人犯罪的惡行，使眾人陷在火中被燃燒直至殆盡。這些懷有政
治陰謀的首領，內心熱如火爐，他們的計謀無法隱藏，終必暴露。百
姓同樣火熱，革命情緒高漲，預備起來燒滅他們的官長。這些君王領
袖沒有求告神，因為他們沒有敬畏神，最終不能得到拯救。
第 8 節是另一個論述的開始。以法蓮在列邦中被同化，效法外族的信
仰。他們於不知不覺中變壞衰敗，還要妄自尊大。以色列的無知如同
鴿子，先是投靠埃及，後再倚仗亞述。第 12 節以鳥網比喻為審判，
作惡的將無法逃脫。雖然神願意施行拯救，但是他們仍然說謊。為了
物產豐收而聚集，奉行異教儀式，敬拜別神。第 16 節描述以色列如
同翻背的弓，意思是倒置成相反的方向，代表他們悖逆神。這些策動
政治陰謀的首領，在圖謀暗殺君王之前，反先遭到殺害。
思想問題:
第 7 章 8 節指出以色列與列邦人攙雜，失去選民的身份。對活在現今
世代中的信徒有何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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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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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上主日奉獻：

$25,359.00

青少年聚會

17/3

青少年奉獻：

$83.00

Awana兒童事工

60/23

兒童奉獻：

$122.00

English Trek

12/3

主日學「屬靈操練」

3/1

10月份累積奉獻：

$149,744.60

上主日奉獻：

$75,262.00

青少年奉獻：

$132.00

兒童奉獻：

$113.00

10月份累積奉獻：

$199,330.50

上主日奉獻：

$37,600.00

兒童奉獻：

$0.00

10月份累積奉獻：

$61,491.00

上主日奉獻：

$2,792.00

兒童奉獻：

$47.00

10月份累積奉獻：

$5,354.00

石門堂
主日崇拜

早堂

午堂

62

158

青少年崇拜

37/9

Kalos Kids主日學

31/12

主日祈禱會

36

救恩論

11/1

價值觀重整之旅

4/1
馬鞍山堂

主日崇拜

34

Awana/導師

暫停

浸禮班

1/1
利安禮拜堂

崇拜
316 精兵
主日學

26
11/4
3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10月份累積奉獻：$1,000.00
火炭堂、石門堂、馬鞍山堂及利安禮拜堂10月份累積奉獻(包括發展基金)
合共：HK$416,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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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2021 年 8 月)
(1)

真理基石浸信會每月(月初)所持銀行存款

年份
2020
2021

月份
1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銀行存款
$1,018,522
$3,931,382
$4,019,431
$4,242,202
$4,716,927
$4,764,597
$4,766,343
$4,657,976
$4,844,254
$4,690,465

(2)真理基石浸信會 2021 年(全年)每月平均入帳奉獻及支出簡報
累積
月份

石門堂
收入

支出

火炭堂
收入

馬鞍山堂

支出

收入

支出

利安堂
收入

支出

未署名 教會發
的轉帳 展基金

收入

收入

1 至 8 月 $3,100,242 $2,388,252 $2,316,763 $1,732,636 $992,927 $1,211,273 $216,894 $528,694 $74,920 $16,500
平均
每月

$387,530 $298,532 $289,595 $216,580 $124,116

$151,409 $27,112 $66,087 $9,365 $2,063

註：為讓教會能清楚紀錄所有轉帳奉獻，請有關會友在存款收據留下姓名及聯絡電話號
碼並交給該堂同工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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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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日

青少年團契

新翼一樓

10 月 24 日

青少年崇拜

新翼一樓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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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牽手平安小組

待定

待定

詹惠君姊妹

待定

葡萄樹小組

12/10(二)

晚上 7:30-9:00

林小寶姊妹

新城市中央廣場溫室

12/10(二) (A)下午 2:00-4:30

黎鳳瓊姊妹

視像會議

22/10(五) (B)上午 9:30-11:30

鄭美誼姊妹

第一城

10/10(日)

梁伊惠姊妹

駿景園

教牧同工

視像會議

媽媽加油站
火炭小組
以馬內利小組

中午 12:00-2:00

30/10(六) 早上 10:30-12:30

地點

景恩伯大尼小組

9/10(六)

下午 4:00-6:00

教牧同工

視像會議

河畔小組

17/10(六)

下午 2:30-4:00

歐麗梅姊妹

組員府上

普通話小組

22/10(五)

上午 9:30-11:00

李佩娟姊妹

駿景商場 裕滿人家

長者天地

24/10(日)

上午 9:30-10:15

教會辦公室

Phileo 小組

待定

待定

方文廉弟兄
容浩祥弟兄
徐楚穎姊妹
葉春儀姊妹

教會辦公室

媽媽查經小組

27/10(三) 上午 10:30-12:00

Agape 小組

每月
第四週六

晚上 8:00

漢聲聚會

21/10(四)

晚上 8:00-10:00

愛@home

8/10(五)

晚上 8:30-10:00

祈禱會

主日

早上 10:3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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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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辦公室

視像會議
石門新都廣場 308 室

Zoom 視像會議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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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0/10、17/10、24/10、31/10、
上午
屬靈操練 201 室
黃遠成傳道
7/11、14/11、21/11、28/11、
9:15-10:15
5/12、12/12
24/10、31/10、
上午
梁偉輝
新約概論 202 室 7/11、14/11、21/11、28/11、
9:15-10:15 Edmond 弟兄
5/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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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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教會主題: 生命轉化 ･ 實而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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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句
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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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既是上帝的兒女，就擁有承受上帝產業的資格，與基督同為承受
產業的後嗣，最後也必與基督一同得榮耀。基督徒於肉體和聖靈的爭
戰痛苦中掙扎，在壓迫環境下，面對許多的苦楚，然而這些苦楚若跟
將來要顯在我們身上的榮耀相比，都不足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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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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2021)崇拜事奉人員
主日崇拜
主席:魏明德 Michael 弟兄
領詩:撒種音樂領詩
音響:馬卓麟 Johnny 弟兄、梁樹人 Billy 弟兄
司數:陳永堅 Edwin 弟兄、林美珍姊妹
泊車:杜長江 Tim 弟兄

時間：主日早上 10:45
講員:何力群傳道
司琴:何維健弟兄
司事:吳慧燕 Stella 姊妹
李佩娟 Kit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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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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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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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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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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基石浸信會
2022 年至 2024 年度選立執事選舉
敬啟者：
本會現展開 2022 至 2024 年度選立執事選舉程序，按本會會章，選立執事任期為每屆三年，可
連任三屆，三屆任滿後須停任㇐年，然後方可再度被提名選舉。請會友以嚴謹的態度禱告，尋求聖
靈的引領，提出合適人選予理事會，藉此興旺我們的教會。
執事/理事會 謹上
(㇐) 選立執事選舉須知
職責：作 神家的好管家，協助教牧同工管理及牧養教會
候選人資格：
(a) 具屬靈領導恩賜，性格成熟，品德言行受人敬重，於生活上能見證 神，造就及建立弟兄姊
妹。(請參閱使徒行傳 6:1-7；提摩太前書 3:8-13)
(b) 須為「真理基石浸信會」之會友(包括已接受浸禮或正式荐入本會者)達三年或以上
(c) 穩定參與本會崇拜及其他聚會
(d) 須有在本會事奉經驗，以曾任部⾧或理事為佳
(e) 現任執事之配偶，不得被提名
提名人資格：
(a) 在本會接受浸禮或正式荐入之會友
(b) 穩定參與本會崇拜及其他聚會
(c) 被提名人的直系親屬不得為提名人

會友提名方法：
(a) 必須得到被提名人的同意及簽署
(b) 必須得到不少於十位會友的提名及聯名簽署
程序：
10月 17 日
教會派發會友提名表格
10月 31 日或之前 選立執事候選人交回提名表格
11月 1 日
理事會整理提名表格及制定選立執事候選人名單
11月 1 日 - 11 月 20 日
按本會會章，執事會主席須成立遴選委員會(成員包括主任牧師或教牧代表及
執事)約見各選立執事候選人查問心事及確認資格
11月 21 日
公佈選立執事候選人名單及派發選票
12 月 12 日
正午 12 時 30 分截收選票；於當日下午會友大會進行點票及公佈結果，候選人
得到全部有效選票中最少 50%“贊成”，便算當選為選立執事。

(ニ) 現時本會執事會：
按立執事：謝兆祥(執事會主席)

林定洲

選立執事及任期：馬錦華(1.1.2019-31.12.2021)
李淑嫻(1.1.2020-31.12.2021)
阮淑君(14.3.2021-13.3.2024)
源迪鋆(14.3.2021-13.3.2024)

吳永亮(1.1.2020-31.12.2021)
何昭文(14.3.2021-13.3.2024)
陳凱恩(14.3.2021-13.3.2024)
黃灼華(14.3.2021-13.3.2024)

2022-2024年度選立執事選舉
會友提名表
被提名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浸年數：________________

事奉經驗及年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見證/述志：請提交作執事的抱負及事奉心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提名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不少於十位聯署提名之會友

姓名

簽署

姓名

簽署

交還表格日期：2021年10月_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