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馬鞍山堂)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第 15 週）

主 日 崇 拜 （ zoom 直 播 ）
https://us02web.zoom.us/j/4566548888
全年主題：追求實踐真理 守望關懷鄰舍
主席：莊羅婉慧姊妹
講員：何偉文牧師
領詩：李天敏傳道
司他：李天敏傳道
序樂 ------------------- 祂是主 -------------- 李鎮坤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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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 主席
哈利路亞！敬畏耶和華，甚喜愛祂命令的，這人有福了！
祈禱 -------------------------------------------- 主席
唱詩 ----------------- 迷羊(見 2 頁) ----------------- 領詩
耶穌我感謝祢(見 2 頁)
讀經 ----------- 利未記 10:1-11, 16-20 (見 3 頁) ----------- 主席
講道 ----------------- 捨命之祭 ------------- 何偉文牧師
回應詩歌 ---------- 我的救贖者活著(見 2 頁) ------------- 領詩
奉獻 ---------------------------------------- 祈禱：主席
歡迎問安 ------------------------------------ 李鎮坤傳道
家事分享 --------------- (見 5-6 頁) ------------- 李鎮坤傳道
眾禱 ----------------------------------------- 主席/領禱
讚美詩 ---------------- 讚美一神 --------- 李鎮坤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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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偉文牧師/眾立
殿樂 ------------------ 安靜默禱 -------------- 司琴/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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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羊】

曲、詞：劉頌賢

迷途破碎當中，主叫喚我，迷羊祢也應許尋找；
縱使失信軟弱，我主必不撇下；人在曠野，迷路了，忘掉祢是牧人。
迷途破碎當中，主叫喚我，迷羊祢也應許尋找；
縱使失信軟弱，我主必不撇下；人在曠野，頑逆撒野，神伸手牽我走。
＊祢是我好牧人，我願以一生稱頌祢，
如孩子般緊靠著祢，重享創造裡的甜味。
如羊跟牧人，求讓我聽見祢聲音，
尋覓千種的答案，難及於主手裡深藏祢護蔭。＊
我是祢羊，祢必不使我缺乏，憂傷必得安慰，今我靈魂甦醒。
我是祢羊，死蔭幽谷，也跟著祢的杖；祢竿必領我，前路方向。＊
版權屬Ｍilk＆Honey Ｗorship 所有

【耶穌我感謝祢】

曲、詞：方文聰

當我軟弱，祢沒有離場，祢安慰我，在愛裡堅壯，
仍會跌倒，仍會失信，在羞愧裡，祢找到我，作我永遠依靠。
耶穌，我感謝祢，從恩典內，找到自己，
在祢手中，破碎都可完美，祢大能，療愈我心扉。
耶穌，我感謝祢，暴風裡，我心卻安定，
在祢手中，患難暗藏祝福，祢意念，是賜下平安，是我永遠的依靠。
Worship Nations（International）Ltd 版權所有 授權使用

回應詩：
【我的救贖者活著】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游智婷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2004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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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捨命之祭
讀經：利未記 10:1-11, 16-20 (和修本)
1. 亞倫的兒子拿答和亞比戶各拿著自己的香爐，把火放在爐裏，加上香，
在耶和華面前獻上凡火，是耶和華沒有吩咐他們的。
2. 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吞滅，他們就死在耶和華面前。
3. 於是，摩西對亞倫說：
「這就是耶和華所吩咐的，說：
『我在那親近我的
人中要顯為聖；在全體百姓面前，我要得著榮耀。』」亞倫就默默不言。
4. 摩西召亞倫的叔父烏薛的兒子米沙利和以利撒反前來，對他們說：
「過來，
把你們的親屬從聖所前抬到營外。」
5. 於是，二人過來把屍體連袍子一起抬到營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
6. 摩西對亞倫和他兒子以利亞撒和以他瑪說：
「不可蓬頭散髮，也不可撕裂
衣服，免得你們死亡，免得耶和華向全會眾發怒。但你們的弟兄以色列
全家卻要為耶和華發出的火哀哭。
7. 你們也不可出會幕的門口，免得你們死亡，因為耶和華的膏油在你們
身上。」他們就遵照摩西的話去做了。
8. 耶和華吩咐亞倫說：
9. 「你和你兒子進會幕的時候，清酒烈酒都不可喝，免得你們死亡，這要
作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10. 你們必須分辨聖的俗的，潔淨的和不潔淨的，
11. 也要將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導他們。」
16. 那時，摩西急切地尋找那隻贖罪祭的公山羊，看哪，牠已經燒掉了。他
向亞倫剩下的兒子以利亞撒和以他瑪發怒，說：
17. 「你們為何沒有在聖所吃這贖罪祭呢？它是至聖的，是耶和華給你們的，
為了除掉會眾的罪孽，在耶和華面前為他們贖罪。
18. 看哪，這祭牲的血沒有拿到聖所裏去！你們應當照我所吩咐的，在聖所
裏吃這祭肉。」
19. 亞倫對摩西說：
「看哪，他們今天在耶和華面前獻上贖罪祭和燔祭，但是
我卻遭遇這樣的災難。我若今天吃這贖罪祭，耶和華豈能看為美呢？」
20. 摩西聽了，就看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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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一、 新時代帶來恐懼

二、 新常態表明主愛

三、 領命傳頌救贖恩

四、 個人反思或小組分享題目

1. 我是否常按神吩咐而行？祂吩咐我的，我要憑信按真理而行，認真而不輕率！
祂沒吩咐我的，我要小心尋問是否可行？不能憑己意任意而行！今天神對我的
指示是......？
2. 在新時代、新常態下佈道宣教，有那些機遇是我或教會可參與的？我立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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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金句：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不可停止聚會，好像
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
更當如此。
希伯來書 10:24-25

《家事分享》
1. 本堂的讀經運動進度，參加五經行計劃的肢體應已讀完利未記第 9 章，參加者請
參考及填寫記錄表。亦歡迎仍未開始的兄姊加入一起研讀，可按四月份的進程以
利未記為開始。此外，線上讀經運動 4 月份之計劃連結已於手機廣播發出，如需
協助，請聯絡幹事。

https://bit.ly/2PaLpox

2. 本堂將於 4 月 11 日（本主日）下午舉行行區祈禱日，一同為馬鞍山堂附近的社區
禱告，求主保守這個社區的福音工作，能讓更多人認識主。已報名的兄姊請準時
集合。
時間：下午 3:30-4:30；集合地點：浸信會神學院門外空地；形式：分組進行
3. 因應馬堂仍未能恢復實體崇拜，同工會計劃在 4 月 25 日的主日早上作一次外出
租用場地的實體崇拜暨主餐主日（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請以下面連結或 QR
code 進入並填寫報名表，方便同工們作進一步安排。
（注：因營地未能安排車位，
請自行處理。）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5NuKhfezMUvYsTjzxhSTCBMAc8YwZWD5UiyVMDRdJc/ed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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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莊淑慧幹事跟進。

《同工消息》
石門堂顧問牧師—連達傑牧師已於 4 月 3 日晚上安息主懷，求主安慰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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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消息》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將於 4 月 18 日（主日）晚上 5 時 30 分至 7 時舉行「白金禧院慶
聖樂培靈會」
，主題：專心信靠主，證道：曹偉彤院長，指揮： 劉永生先生、溫張蓮
女士。培靈會將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詳情請參閱神學院網址
聚會詳情：https://www.hkbts.edu.hk/70th_concert_poster
網上直播連結：
a. Facebook Live : https://www.hkbts.edu.hk/facebook_70thconcert
b. YouTube Live : https://www.hkbts.edu.hk/youtube_70thconcert

《代禱事項》
週日：為本堂繼續禱告等候、耐心尋覓合適的副堂/聚腳點作守望。如果神喜悅，求
賜我們在租用浸神場地之外，能在附近社區多租用一個單位作佈道、社區相關
善工。
週一：為連達傑牧師的家庭求主賜下恩典，願神的愛及平安充滿師母及連牧師兩位
女兒；並願在安息禮安排事宜上看顧保守。又願主使用連牧師對本會（特別
是石門堂）及對神學院和眾教會所作的牧養和教導，繼續使信徒生命成長及
靠聖靈成聖。
週二：為肢體們能於今年母親節及父親節主日，邀請家人親友參加教會，求主開路。
盼各人的親友都能認識基督，得著主賜恩福及平安。
週三：為台灣列車事故的死難者及家屬禱告，求主安慰及加力。
週四：各地都有華人遇襲事件，情況不理想；求主使人重視良知，不被政治、誤解、
偏見或憤怒等惡者常用的工具所迷惑，反而要像主般有憐憫、有愛心，且求主
保守各地亞裔人士不被牽連。
週五：為學生們開始進入考試期禱告，記念各位將要面對公開試的考生能得力。又願
支持及協助他們的教師、教會肢體及家長滿有愛心及關懷，與考生們同行。
週六：繼續為緬甸局勢代禱，求主保守緬甸教會，帶領牧者信徒靠神得力，按主心意
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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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 堂 點 聚 會 人 數
火炭堂
各項崇拜/主日學
崇拜
青少年IG直播聚會/導師
Trek/導師
Awana Zoom/導師

人數
55
參與成人崇拜
8/2
77/22

各項奉獻
上主日奉獻：
青少年奉獻：
4月份奉獻：
受苦節崇拜

$73,460.00
$0.00
$73,460.00
170

上主日奉獻：
青少年奉獻
兒童奉獻
4月份奉獻：

$60,158.00
$0.00
$0.00
$60,158.00

週三網上祈禱會
受苦節崇拜

6
84

上主日奉獻：
4月份奉獻：

$20,000.00
$20,000.00

上主日奉獻：
4月份奉獻：

$0.00
$0.00

石門堂
崇拜（直播時段）
青少年網上崇拜
Kalos Kids視像主日學/導師
週日祈禱會（直播時段）
神論（影片發放）
價值觀重整之旅/導師

126
34/2
24/9
72
16
6/1

ZOOM網上崇拜
Awana Zoom/導師
受苦節默想會

42
5/5
28

馬鞍山堂

利安禮拜堂
網上崇拜
兒童主日學/導師

24
9/2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4月份奉獻：$0.00
石門堂、火炭堂、馬鞍山堂及利安禮拜堂4月份奉獻包括發展基金)合共：$153,618.00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時間：早上 10:45
日期
18/4

主席
阮小文弟兄

講員
李天敏傳道

領詩
鄒丞鏗弟兄

司琴/司他
鄒丞鏗弟兄

25/4

李傑輝弟兄

雷振華牧師

李曉程姊妹

李曉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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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5 月份各小組聚會時間、地點
負責人
/導師

名稱

日期

時間

靈舍不同

待定

晚上 7:30-9:30

BBBee(姊妹)

19/4(一)

下午 2:30-4:00

ASPIRE(家長)

18/4(日)

下午 2:30-3:15

帝琴灣小組

8/5(六)

下午 5:00-7:00

Agape 小組

1/5(六)

晚上 8:00

U Zone

17/4(六)

下午 3:00-5:00

漢聲聚會
(歡迎弟兄參加)

謝偉強弟兄
麥育東弟兄
李阮淑君執事
伍慧莉姊妹
李鎮坤傳道
李傑輝弟兄
張薛淑芬姊妹
湯李雪沁姊妹
麥張淑華姊妹
鄭曼文姊妹

地點
視像會議
視像會議
視像會議
視像會議
視像會議
視像會議

馬鞍山堂聯絡人：
暫停

晚上 7:30-10:00

謝孔源弟兄

駿景園會所

謝偉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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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5:17

真理基石浸信會

網址：www.truthcornerstone.org.hk

顧問會牧： 鄺振華牧師
馬鞍山堂
地址︰西貢北西澳年明路一號（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內） 電話：2698 7378
顧問牧師 ：何偉文牧師(2698 7378)
電郵：prollo@truthcornerstone.org.hk
傳 道 ：李天敏傳道(2698 7378)
電郵：catherine@truthcornerstone.org.hk
傳 道 ：李鎮坤傳道(2698 7378)
電郵：leo@truthcornerstone.org.hk
福音幹事 ：李嬋開姊妹(2698 7378)
電郵：simhoi@truthcornerstone.org.hk
幹 事 ：莊淑慧姊妹(2698 7378)
電郵：mos@truthcornerstone.org.hk
石門堂
辦公室地址：石門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307-8 室
電話：2633 1079
崇拜地點 ：沙田石門安睦街 8 號（浸會大學石門校園內）
署理堂主任：胡麗琼傳道
電郵：winnie@truthcornerstone.org.hk
火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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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主任 ：林慧嫻傳道
電郵：iris@truthcornerstone.org.hk
利安禮拜堂 地址：馬鞍山利安邨利興樓地下 G1（香港浸信會聯會利安幼兒園內） 電話：2649 0989
傳 道 ：盧家耀傳道
電郵：kylo@truthcornerstone.org.hk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