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馬鞍山堂)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第 22 週）

主餐主日崇拜（烏溪沙青年新村）
全年主題：追求實踐真理 守望關懷鄰舍
主席：雷培興弟兄
講員：何麥靄慧師母
領詩：李天敏傳道
司琴：李任雋穎姊妹
投影機：袁雲聰弟兄
錄影：何偉文牧師

招待： 鄒貝根弟兄
鄒崔潔雯姊妹
雷劉雙雙姊妹
列小玲姊妹
司數： 林陳兆賢姊妹
鄧盧月鳳姊妹

序樂 ------------------- 祂是主 --------------- 主席/眾立
祂是主，祂是主，祂是勝過死亡並復活的主；
萬膝當跪拜，萬口當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宣召 ----------------- 詩篇 30:4-5 --------------主席/眾立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要歌頌祂，要頌揚祂神聖的名字。
因為，祂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祈禱 ---------------------------------------- 主席/眾立
唱詩 --------------- 因主的名(見 2 頁) --------------- 領詩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見 2 頁)
讀經 ------------ 路加福音 8：22-25(見 3 頁) -------- 主席/眾坐
講道 ------------------ 風雨同舟 ------- 何麥靄慧師母/眾坐
回應詩歌 -------------- 安靜(見 2 頁) ----------------- 領詩
奉獻 ---------------------------------------- 祈禱：主席
主餐 --------------- 以愛回應(見 3 頁) ------- 何偉文牧師/眾坐
襄禮：李天敏傳道、莊智盛弟兄
歡迎及【問安歌】 ------ 這個家(見 3 頁) -------- 何偉文牧師/眾坐
家事分享 --------------- (見 4 頁) ---------- 何偉文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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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偉文牧師/眾立
殿樂 ------------------ 安靜默禱 -------------- 司琴/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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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的名】

曲、詞：西伯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和平之君得勝者。
地上古今的君王，也折服於祢面前。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全能之主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令我滿心溫暖。
全因主的聖名，勞苦可得安靜，行走於孤單、困惑裡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愁心可得歡樂，祈禱的必得勝，我以性命來做證！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曲、詞：方文聰

主，祢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祢是尊貴祢是可畏，是我的高臺。
主，祢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祢是拯救祢是寬恕，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別再被勞役。降服吧！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獲釋放，祢國要彰顯。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順服祢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Worship Nations（International）Ltd 版權所有 授權使用

回應詩：
【安靜】

曲、詞：Reuben Morgan 中譯詞：周巽光

藏我在翅膀蔭下，遮蓋我，在祢大能手中。
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我靈安息，在基督裡，祢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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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風雨同舟
講道：路加福音 8:22-25
22. 有一天，耶穌和門徒上了船，對門徒說：
「我們可以渡到湖那邊去。」他們就開了船。
23. 正行的時候，耶穌睡著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風，船將滿了水，甚是危險。
24. 門徒來叫醒了祂，說：
「夫子！夫子！我們喪命啦！」耶穌醒了，斥責那狂風大浪；

風浪就止住，平靜了。
25.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的信心在哪裏呢？」他們又懼怕又希奇，彼此說：
「這到底是
誰？祂吩咐風和水，連風和水也聽從祂了。」

講道大綱
(一) 背景：風暴在那裡發生？
(二) 人生總會遇到「風暴 」
(三) 耶穌與我們「風雨同舟」：呼籲「行道」
a. 看見耶穌
b. 拿出信心
c. 面對「風暴」
個人反思或小組分享題目：
1. 你曾經/現在遇到怎樣的「風暴」？你如何面對？你「看見」耶穌與你同在嗎？
2. 試分享一件憑著信心，依靠神而得勝困難的經歷。你怎樣將「信心的經歷」儲起來？
3. 你曾經歷過耶穌以你沒想過的方法幫助你勝過「風暴」嗎？這對你以後的人生有何
提醒？

主餐詩：【以愛回應】詩集：世紀頌讚，528
1. 我身體破碎，親贖你罪，帶給你自由、豐盛生命；
來感恩領受，念我恩惠，以你的愛回應。
2. 我的血傾流，將你拯救，賜寬恕自由、豐盛生命；
來感恩領受，念我恩惠，以你的愛回應。
3. 當相愛到底，因我愛你，我彰顯自由、謙卑事奉；
你們當相愛，服侍他人，以愛真誠回應。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問安歌：
【這個家】詩集：唱和集

2，12

曲、詞：盧永亨

願你帶著歡笑，走進這個家，互勉帶著基督的愛心；
共探討天父真理，同明瞭神話語，走每一步，能緊守主旨意。
多分享主愛，彼此擔憂慮，願主帶領我路程不畏懼；
效法主關心與扶助，齊學習兼實踐，願愛主事奉竭力在這家裡。
版權屬 偉訊影音製作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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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金句：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
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約翰福音 15:5

《家事分享》
1. 本主日承蒙何麥靄慧師母蒞臨證道，造就肢體，本堂深表謝意。
2. 本主日崇拜後可於營內自由活動，營地入營人士可逗留至下午 5 時，當日開放給
營友的場內設施為康樂室、茶室及 YM CAFÉ，室外場地（球場及兒童遊樂場）可自
由使用，先到先得。如外出午膳後再回營地，請到司事枱領取入營證。如欲繼續逗
留之兄姊，請通知幹事。
3. 本堂於 5 月 30 日（本主日）崇拜後舉行本年第一次季會，主要透過季會讓兄姊
更多了解本堂的事工及本會財務狀況，亦會介紹臨時堂委成員。季會後隨即舉行
5 月分祈禱會，誠邀兄姊參與，一同守望教會事工。
4. 本堂已預訂烏溪沙青年新村 6 月 6 日（日）之營期，安排主餐暨主日崇拜，歡迎
兄姊參與。請盡快填寫以下之報名表，方便同工作進一步安排。
（注：因營地未能
安排車位，請自行處理。）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PNvPpDCMf0v
GfPWJoF8YAXvTCBzTIXebjPonQgGaQo/edit

5. 本堂已預訂突破青年新村 6 月 20 日（日）之營期，安排父親節主日崇拜，歡迎
兄姊邀請父親參與（名額：60 人，超過 60 人會列入候補名單）
。請盡快填寫以下
之報名表，方便同工作進一步安排。（突破青年村旁有錶位停車場，可供泊車）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8hLqpIrB9FrNr3j
x5-WFV6XraFsPjCFwAhUdIXgM4wU/edit

6. 本堂的讀經運動進度，參加五經行計劃的肢體應已讀完民數記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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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六月份的進程
以申命記為開始。此外，線上讀經運動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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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sNMz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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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消息》
1.

本堂李傑輝弟兄之父親李森禧於 5 月 13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6 月 5 日
（六）上午 11 時假世界殯儀館三樓明德堂舉行。求主安慰傑輝弟兄的家人。

2. 本堂李阮淑君執事之母親簡少芳於 5 月 14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6 月 12 日
（六）中午 12 時假鑽石山殯儀館地下永德堂舉行。求主安慰淑君執事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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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金邊豐榮事工」代禱事項

2021 年 5 月

共同代禱事項：
1. 柬埔寨於 5 月 5 日結束 3 星期的封城，現在以該區的染疫人數分色，紅區的
居民會有很多限制，基本上就是不能外出。雖然結束了全面封城，但每天染疫
人數仍維持平均 5 百人。請繼續為柬埔寨，我們的服侍對象及其家人、本地
同工與宣教士禱告。
2. 暫時我們在柬埔寨的所有宣教士都決定不打疫苗，求主保護。
3. 請為這裏的經濟狀況禱告，失業，低收入的人數越來越多。我們機構透過
「逆境同行經濟援助計劃」以不同的形式幫助我們的受助家庭、學生或社區
家庭，請為計劃籌款禱告。
4. 也為大家的情緒禱告，雖然已經解除了全面封城，但工作、社交、回省探望
家人等活動仍未能恢復正常，無論是 2 個家舍的服侍對象或是本地同工，情緒
都會有所影響，求主安慰他們，讓他們在疫情下仍有智慧與平安面對。
「豐榮女子學校」PSG：
1. 為中學校舍的建築進度禱告，包括工人、物資運送等，因疫情關係已有所延誤。
2. 全國學校仍在停課中，大家都在網上進行學習，我們約有 65%學生能出席網上
學習，請為老師與學生的網上學習禱告，希望學生在疫情下仍能認真追求知識，
當中包括我們幾個女兒之家的孩子。
「豐榮女兒之家」PHG 及「豐榮婦女之家」PHW：
1. 蒙主恩典，在封城那 3 星期，即使不能回鄉過年，但 2 個家舍的服侍對象無論
是情緒或身體狀況都算平穩。最近天氣開始炎熱了，會較容易患病，求主保護。
2. 感恩封城期間，保姆們上班雖有很多攔阻，但她們仍能排除萬難上班，讓家舍
能維持最重要的運作。封城前，我們都盡量安排其他同工在家工作，同工們會
安排活動予服侍對象，但需要保姆們協助，因此保姆們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
求主親自報答她們的服侍。
3. 求主保護那些已經回到社區生活的服侍對象，特別是那些在疫情下沒有收入，
生活陷於困境的。
4. 請為一個最近喪親的婦女禱告。
5. 因為疫情，一些外間服務被暫停了，包括醫院的覆診。也請為一個有子宮肌瘤
的婦女禱告。
「豐榮社區中心」PCC：
1. 感恩上星期能派發食物予社區及學校的有需要家庭。求主繼續保守村民在疫情

下，身心靈有平安。
2. 雖然暫時未能有實體聚會，但感恩每星期都能定時與幾位青年進行網上小組，

一起讀經與禱告。盼望他們在這期間仍能與主保持結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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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週日：為今年兒童假期聖經學校之同工、導師們作籌備工作代禱；又願
兒童們積極參與，得造就獲大益。
週一：為宣教士及她在柬埔寨的事工和服侍對象代禱；求主保守及供應
機構經費、當地有需要家庭的生活所需，並願神賜下平安給各人。
週二：父親節主日借用突破青年村，求主保守籌備及當天安排都順利。又
為會眾家人願意接受邀請參與崇拜代禱，盼在教會聚會及肢體交誼
中認識神。
週三：為本堂繼續禱告等候、耐心尋覓合適的副堂/聚腳點作守望。如神
喜悅，求賜附近社區多租用一個單位作佈道、社區相關善工。
週四：近日台灣及部份亞洲地區、印度等地的疫情仍嚴峻，求主保守看顧，
並引導人以心以靈倚靠神。求主藉當地教會、宣教士或信徒見證基督，
領人歸主。
週五：為 7、8 月份已確實能借用 YMCA 作主日崇拜及兒童聚會、假聖等
感恩。
週六：為籌備 10 月 1 日的讀經日營代禱。盼能申請到合適場地，並願看見
會眾積極參與，一同在當天學習和更深認識神話語！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時間：早上 10:45
日期

主席

講員

領詩

司琴/司他

6/6

阮小文弟兄

李鎮坤傳道

李天敏傳道

李任雋穎姊妹

13/6

雷培興弟兄

何偉文牧師

李天敏傳道

李天敏傳道

20/6

伍慧莉姊妹

李天敏傳道

鄒丞鏗弟兄

李任雋穎姊妹

27/6

莊羅婉慧姊妹

何偉文牧師

李天敏傳道

李天敏傳道

6/6（烏溪沙青年村）、20/6（突破青年村）為實體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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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各 堂 點 聚 會 人 數
火炭堂
各項崇拜/主日學
崇拜及祈禱會

人數

青少年I聚會/導師
Trek/導師

65
9/4
13/3

Awana Zoom/導師
查道班/導師

75/23
2/1
石門堂
午堂：142

各項奉獻
上主日奉獻：

$31,250.00

青少年奉獻：
5月份累積奉獻：

$59.10
$167,282.20

使徒行傳/導師
晚禱會

10/1
10

上主日奉獻：

$30,521.00

崇拜

早堂：71

青少年崇拜
Kalos Kids主日學/導師

45
32/16

青少年奉獻
兒童奉獻

$283.50
$174.00

週日祈禱會
門徒訓練（一）/導師

20
2/1

5月份累積奉獻：

$343,349.50

馬鞍山堂
崇拜（zoom）

37

上主日奉獻：

$6,600.00

Awana zoom/導師

5/5

5月份累積奉獻：

$93,998.00

上主日奉獻：
5月份累積奉獻：

$5,410.00
$19,150.00

利安禮拜堂
崇拜
兒童主日學/導師

19
7/2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5月份累積奉獻：$7,000.00
石門堂、火炭堂、馬鞍山堂及利安禮拜堂5月份累積奉獻包括發展基金)合共：$630,7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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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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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一)

下午 2:30-4:00

ASPIRE(家長)

待定

下午 2:30-3:15

帝琴灣小組

12/6(六)

下午 5:00-7:00

Agape 小組

待定

晚上 8:00

U Zone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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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牧師 ：李秀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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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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