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基石浸信會(馬鞍山堂)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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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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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 ------------------ 主席
神啊，求祢按祢的慈愛恩待我！按祢豐盛的憐憫塗去我的過犯！
求祢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潔除我的罪！
祈禱 -------------------------------------------- 主席
唱詩 -------------- 進入祢的同在(見 2 頁) -------------- 領詩
迷羊(見 2 頁)
讀經 ----- 申命記 9:9-12, 17-20, 25-26；10:10-11 (見 3 頁) ----- 主席
講道 -------------- 忠僕摩西與四十晝夜 --------- 何偉文牧師
回應詩歌 ------------ 禱告良辰 (見 2 頁) --------------- 領詩
奉獻 ---------------------------------------- 祈禱：主席
歡迎問安 ------------------------------------ 何偉文牧師
家事分享 --------------- (見 4-5 頁) ------------- 何偉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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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進入祢的同在】

曲、詞：劉榮神

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我與眾天使圍繞寶座敬拜。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同在，我要單單敬拜祢耶穌。
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
我要跪下，跪下，在祢寶座前。我要跪下，跪下，在祢寶座前。
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我在祢聖潔光中被祢得著。
喔！讓我進入主祢的榮耀，我要單單為主祢而活。
頌讚榮耀，榮耀，榮耀歸羔羊。頌讚榮耀，榮耀，榮耀歸羔羊。
頌讚聖潔，聖潔，聖潔的真神。頌讚聖潔，聖潔，聖潔的真神。
©2000 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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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禱告良辰】詩集：世紀頌讚，374
1. 禱告良辰！禱告良辰！使我離開世事操心，
引我到父施恩寶座，將我心願向主說明。
每逢痛苦憂愁時刻，我靈獲得安慰、拯救，
未落試探所張羅網，皆因有此禱告良辰。
2. 禱告良辰！禱告良辰！如有雙翼向主飛昇，
在主面前傾心述陳，主按真理、信實垂聽。
遵主命令尋求主面，信主言語靠主宏恩，
我便卸去肩頭重擔，靜候再逢禱告良辰。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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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忠僕摩西與四十晝夜
讀經：申命記 9:9-12, 17-20, 25-26；10: 10-11（和修本）
申命記 9:9-12, 17-20, 25-26
9. 我上了山，要領受兩塊石版，就是耶和華與你們立約的版。那時我在山上住了四十
晝夜，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
10. 耶和華把那兩塊石版交給我，是神用指頭寫成的；版上是耶和華在大會的那一天，
在山上從火中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11. 過了四十晝夜，耶和華把那兩塊石版，就是約版，交給我。
12. 耶和華對我說：
「起來，趕快從這裏下去！因為你從埃及領出來的百姓已經敗壞了；
他們這麼快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為自己鑄造偶像。」
17. 我拿著那兩塊石版，從我雙手中扔出去，在你們眼前把它們摔碎了。
18. 因為你們所犯的一切罪，做了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惹祂發怒，我就像從前一樣
俯伏在耶和華面前四十晝夜，沒有吃飯，沒有喝水。
19. 我很害怕，因為耶和華向你們大發烈怒，要除滅你們。但那一次耶和華又應允了我。
20. 耶和華也向亞倫非常生氣，甚至要除滅他；那時我也為亞倫祈禱。
25. 我因耶和華說要除滅你們，就在耶和華面前俯伏四十晝夜，像我以前俯伏一樣。
26. 我向耶和華祈禱，說：
「主耶和華啊，求祢不要滅絕祢的百姓，祢的產業。他們是祢
用大能救贖，用祢強有力的手從埃及領出來的。」
申命記 10: 10-11
10. 我又像先前一樣在山上停留了四十晝夜。這一次耶和華也應允我，不將你滅絕。
11. 耶和華對我說：「起來，走在百姓前面，領他們進去得我向他們列祖起誓要給他們
的地。」

講道大綱
一、有一種美善叫等待
二、有一種同行叫慢步
三、有一種靈修叫禁食
四、個人反思及小組分享題目
1. 我們知道過猶不及，我的生命中有那些「過份/超過」了的原則或習慣？又有
那些是屬靈生命仍然「不及」，未達標的？
2. 除了可考慮禁食禱告，還有沒有甚麼操練，能使我可以更加放低自己？更重視
主的心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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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金句：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
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腓立比書 2 章 1-2 節
1. 本堂的讀經運動將於 6 月底完結，請各兄姊於 7 月第一主日以實體或 whatsapp
交還讀經計劃表，本堂會按兄姊完成的進度安排獎勵。此外，本堂已預訂突破青年
村，將於 10 月 1 日舉行讀經日營，詳情容後公佈，請預留時間參與。
2. 本堂已預訂烏溪沙青年新村 7 月及 8 月之營期，安排實體崇拜，第二主日為主餐
主日，歡迎兄姊參與。請盡快填寫以下 7 月份崇拜之報名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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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4IAsoa8k_7SNs
QCI6Va0dHdB2e6TsGGIzsExebAqzs/edit

3. 本堂將於 7 月 18 日至 8 月 15 日（五個主日）舉行暑期聖經班，時間：早上 10:30中午 12:30，地點：YMCA 烏溪沙青年新村，主題：品格農莊 Summer Fun，對象：
K1-P6 小朋友。內容：詩歌、遊戲,、故事、茶點、手工。歡迎邀請小朋友參加。
請進入以下連結或以 QR code 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uNojehSIUnpOk
6aw3Zl82kpup4d2sC6IuFzI8iLD5A/edit

4. 本堂 Aspire 家長小組於 7 月起逢第三主日下午 2:30-3:15 推出專題「從聖經中學習
管教溝通心方法」系列，歡迎幼稚園至中學生家長參加，小組將以 Zoom 視像會議進
行，有興趣參加兄姊請聯絡李鎮坤傳道。
5. 本堂邀請了石門堂理事陳嘉成醫生於 7 月 11 日（主日）舉行「新冠肺炎知多少」
健康講座。時間為 9：30am-10：15am（崇拜前）於烏溪沙青年村舉行。請大家
預留時間出席。
6. 《2021 年第二次會友大會》將於 6 月 27 日（本主日）下午 2:30 在石門辦公室
舉行。已報名參加的會友，請依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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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消息》
1.

火炭堂堂主任林慧嫻傳道將於 7/6 至 30/6 休假並於 30/6 正式離任。林傳道休假
期間及離職後，由黃遠成傳道暫任署理堂主任。
2. 石門堂胡麗琼傳道被委任為署理堂主任任期於本年 30/6 屆滿後，該職由陳偉倫
傳道輪任至本年 31/12，石門堂對胡傳道這半年忠心承擔此特約事奉，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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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消息》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將於 30/6-1/7（星期三至四）舉辦《2021 讀經日》，講題：真理，
故事尋？敍事文體釋經初探，講員：李秀峰牧師。詳情及報名請參閱神學院網頁，
或登入以下連結：https://forms.gle/NUcPrVJFRepkjCHA9

馬鞍山堂 -- 惡劣天氣下聚會安排
於主日早上 8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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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堂所有聚會，一律取消。倘若該等消息在早上 8 時前撤除，本會聚會（包括
小組）如期舉行。但各兄姊仍須因應天氣等各種情況，而自行決定是否前往參加聚會。
其他聚會：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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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兄姊務必查閱教會網頁及/或致電教會同工查詢各堂有關惡劣天氣之聚會安排，並須
因應天氣等各種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前往參加聚會。
5

《代禱事項》
週日：為近日在母親節或父親節主日決志的肢體感恩！願神的愛充滿每
一位倚靠神，把生命交託主的信徒。並記念仍在考慮、仍未回應的
來賓，求聖靈幫助他們，使內心的道種能成長。
週一：為正/已接受疫苗注射人士禱告，感恩並願藉他們使防疫見效。祝願
正考慮、計劃接受疫苗接種人士能按各人情況作決定、安排，並有
主賜的平安。
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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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得造就。
週三：為申請 9-10 月份借用 YMCA 作主日崇拜及兒童聚會禱告，求主為
我們預備地方。
週四：為本堂尋覓合適的副堂/聚腳點禱告。願神喜悅並賜下附近社區
單位，讓教會能更好作佈道、服侍社區的善工，見證基督。
週五：為在移民思潮下，預備或決定移民人士能適應移居地的新生活，
融入當地並找到教會群體代禱。同時為留港者能堅守崗位，並得
神幫助處理好別離或擔憂等內心的情緒/傷痛作禱告。
週六：禱告祝福宣教士的家人，求主賜喜樂平安，並願他們因宣教士的生命
見證及神在工場的奇妙作為而深深認識主，常靠主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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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黃李麗絲姊妹

何麥靄慧師母

伍慧莉姊妹

鄒丞鏗弟兄

11/7

阮小文弟兄

何偉文牧師

源迪鋆弟兄

李天敏傳道

18/7

莊羅婉慧姊妹

徐步雲傳道

莊智盛弟兄

李任雋穎姊妹

25/7

待定

何偉文牧師

李任雋穎姊妹

李天敏傳道

7 月份為實體崇拜，於烏溪沙青年新村 9 號禮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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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各 堂 點 聚 會 人 數
火炭堂
各項崇拜/主日學
崇拜及祈禱會
青少年I聚會/導師
Trek/導師
Awana/導師
使徒行傳/導師

人數
61
10/4
15/3
73/20
10/1

崇拜
青少年崇拜
Kalos Kids主日學/導師
週日祈禱會
基督論/導師

石門堂
午堂：158

早堂：67
40/4
31/13
32
17/1

各項奉獻
上主日奉獻：
青少年奉獻：
6月份累積奉獻：
晚禱會

$15,110.00
$72.50
$130,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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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日奉獻：
青少年奉獻
兒童奉獻
6月份累積奉獻：

$37,822.00
$203.00
$161.00
$297,250.50

上主日奉獻：
6月份累積奉獻：

$104,200.00
$183,790.00

上主日奉獻：
兒童奉獻
6月份累積奉獻：

$4,470.00
$116.00
$14,816.00

馬鞍山堂
崇拜（zoom）
Awana/導師（zoom）

50
6/2

崇拜
兒童主日學/導師

20
13/3

利安禮拜堂

每月奉獻目標：$1,136,000.00
教會發展基金6月份累積奉獻：$2,000.00
石門堂、火炭堂、馬鞍山堂及利安禮拜堂6月份累積奉獻包括發展基金)合共：$627,866.00

財務報告(2021 年 4 月)

(1) 真理基石浸信會每月(月初)所持銀行存款
年份

月份

銀行存款

2020

1月

$1,018,522

2021

1月

$3,931,382

2月

$4,019,431

3月

$4,242,202

4月

$4,716,927

5月

$4,76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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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4月
平均每月

石門堂
收入

火炭堂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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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546 $906,083 $1,336,935 $871,266 $466,144 $559,156 $39,100 $245,250 $62,520
$380,887 $226,521

$334,234

$217,817 $116,536 $139,789

$9,775

$61,313 $15,630

收入
$1,000
$250

註：為讓教會能清楚記錄所有轉帳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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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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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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BBBee(姊妹)

5/7(一)

下午 2:30-4:00

ASPIRE(家長)

18/7(日)

下午 2:30-3:15

帝琴灣小組

10/7(六)

下午 5:00-7:00

Agape 小組
U Zone

每月
第四週六
3/7(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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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8:00

麥張淑華姊妹

下午 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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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