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路向

許珍雅姊妹 2021.11.28

2015 年到基石堂植堂至今，我一直以這裡是我的家，亦對事奉樂此
不疲，我以為我會跟著基石堂一直走下去…
2020 年秋天的一個周六崇拜，在敬拜時，我心裡突然問神：「我全
職事奉祢好不好？」但因為當刻仍在敬拜，便把這事先放在心裡。直到
有一天，我在修讀晚間課程的神學院寄來有關「獻心營」的電郵，那時
我的心臟突然跳動得很快，並帶有不安感。不知道為何我覺得那是呼召，
而又記得曾經聽過別人說如果是呼召，會持續發生的，所以我靜靜地等
待截止報名日期過去，讓自己有多點時間去考慮，或者忘記這件事。那
想到截止報名日期過了不久，又收到電郵說「獻心營」延期了﹗心跳加
速隨即再次出現，而且力度比之前的大。
我知道這是出於神的催逼，更彷彿有把聲音不斷叫我向前行，令我
渾身不舒服、坐立不安。我便帶著報名表去問楊牧師意見，牧師鼓勵我
去「獻心營」尋找答案。在「獻心營」裡，我弄清了自己的不安是源自
擔心不信的父母反對，以及擔心三年沒有工作下的經濟壓力。講員亦透
過訊息讓我明白原來是神先呼喚我，我才會問神全職事奉祂好不好。我
肯定了神呼召我去全時間事奉祂，並在心裡回應：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
對於我而言最大的印證便是要得到年老父母同意。我擔心他們知道
我要辭去穩定的公務員職位去讀神學，並失去收入來源會有很大的反
應。經過弟兄姊妹為這件事祈禱了個多月之後我鼓起勇氣，向他們表達
有全職讀三年神學的意向，兩老似乎都不反對我的決定，母親還在最後
說在教會工作對我是好的，因為教會就像一個家。神給我的印證大至於
此，我只能讚美祂並用行動回應。
現在我已經是播道神學院的一年級生，二年級便要到其他教會實
習。與基石同行的路可能沒法走下去，但我知道神必引領基石到希伯崙
去為祂尋回更多迷失的羊群。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 28 章 19-20 節)

主日崇拜程序
詩歌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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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麗娜姊妹

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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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麗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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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強牧師

撒種的比喻
馬可福音 4 章 2-20 節
奉獻
誦讀金句

………(藍袋常費；紅袋慈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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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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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關心家事 …………………………………………

楊樹強牧師

主禱文

三一頌

祝福
離堂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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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地上生靈當讚主恩
天上萬軍頌讚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
…………………《願您平安》………………

會眾

會眾

楊樹強牧師
會眾

崇拜司琴：鍾世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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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
耶穌
聖哉
祢是神
祢是王

耶穌 天下萬有都宣告
聖哉 聖哉 聖哉 聖哉
萬有的主宰
榮耀的君王

聖哉

除祢以外 別無救贖
和撒那歸於至高處

【神坐著為王】
神啊 我要一心稱謝祢 神啊 我要高舉祢聖名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 至高的主啊 祢榮耀使我心歌頌祢
驅黑暗留住美 藉著神重拾愛 齊心禱告以真誠
藉主誇勝 要頌揚神是愛 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就算翻起千般駭浪 主必會為我掌舵
每日隨時乘風破浪 樂道主的凱歌
要頌揚神是愛 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親眼看見祢】
有祢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深處裏求告祢 祢在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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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新來賓：歡迎首次參加本堂崇拜的新來賓，願主賜福你和你的家
人！歡迎你繼續參加崇拜，同來認識敬拜賜恩的天父。若希望參加
團契小組，請與牧者聯絡。
2. 信仰探索班：為初信者和尋索信仰的朋友而設，每主日上午 11:15
至中午 12:15 在 403 室舉行，報名及查詢請聯絡杜文軒牧師 （電
話︰8208 6630）。
3. 主日學︰廿一世紀創意教學百寶箱︰由吳苑菱傳道負責，詳情如
下︰

日期：12 月 9，16 日及 1 月 6，13 日共四堂
時間：晚上 8:00 至 9:15 透過視像上課
（參加者需要下載/安裝 ZOOM
軟件）
目標：培育兒童的信仰和德育，教導他們認識耶穌基督。幫助老師
了解該課聖經信息，相關資料，預備心教導課程。
1.兒童導師的使命及態度
2.認識各年齡階段學生的特性
3.課室秩序與管理的原則與策略
4.成為說故事的高手
對象：有興趣認識及教導兒童的弟兄姊妹，或有志承擔兒童事工導
師服事教會，完成課程後藉學員的生命和愛，承接牧養下一代的使
命。
報名方法：Whatsapp 吳苑菱傳道（9708 2310）。
4. 有關代轉奉獻：基於稅務條例考慮，教會不會處理任何代轉奉獻。
匿名代轉奉獻若追查不到來源將會撥入常費奉獻。教會仍鼓勵肢體
繼續關心我們神學生和宣教士的需要。若對他們的財政有任何支
持，可直接與他們聯絡。如有查詢，請與杜文軒牧師聯絡（電話：
8208 6630）。
4

5. 「教會覓堂址」祈禱會 2︰11 月 28 日(主日)崇拜後 11:15-12:00
在三樓禮堂舉行「教會覓堂址」祈禱會 2，盼望大家走在一起同心
祈禱，歡迎所有弟兄姊妹一齊來參與。
6. 將臨期︰今年的將臨期(為聖誕前的四星期)，基石及宣基將以建道
神學院【爾道將臨】為靈修材料，於 11 月 28 日開始每天在教會
Facebook 及團契 whatsapp 發放給弟兄姊妹。【爾道將臨】有四
個不同主題的個人默想，分別是「希望」、「平安」、「喜樂」及
「愛」。願弟兄姊妹透過是次將臨期的靈修默想，預備及更新心靈，
以記念主降生所給予我們的意義及盼望。
7. 週六老友記︰每週六上午 9:30 至 10:45 在宣基小學（坪石）地下
禮堂舉行，內容有健身操、詩歌、遊戲、專題分享、見證欣賞等等，
費用全免，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未有教會生活的長者來參加。報名及
查詢請聯絡張麗真姑娘（電話︰2342 2038）。
8. 週六團契︰每週六崇拜後下午 12:15 至 1:30 在 407 室舉行，內容
有遊戲、詩歌、生命見證、信息短講和彼此代禱，同步設有兒童託
管在 401 室，歡迎家長和弟兄姊妹參加。報名及查詢請聯絡楊樹強
牧師（電話︰9442 5500）。
9. YA!(職青團契)︰職青團契(20-30 歲)逢週六下午 5:00-6:30 在地下
禮堂舉行。歡迎弟兄姊妹邀請適合的朋友參加。詳情及查詢請聯絡
杜文軒牧師（電話︰8208 6630）。

崇拜注意事項
1. 為方便管理，只開放學校正門出入，後門將關閉。
2. 參加崇拜者/聚會需填表，以作記錄。
3. 中學生崇拜仍舊在地下禮堂。週六成人崇拜維持在 3 樓禮堂。
4. 在疫情下，3 樓禮堂可容納大約 140 個座位，而地下禮堂暫不會轉
播崇拜，禮堂的使用如下：
a) 會眾將先安排入座 3 樓禮堂。
b) 主日崇拜開始後(9:45am)，會眾就不得進入 3 樓禮堂，遲到者將
會安排在 301 室等候。10 分鐘後，才讓他們進入，他們將安排
坐在近小牧人座位的禮堂後場，以減少對崇拜的影響。
c) 3 樓禮堂坐滿後，將安排會眾入座 301 室。
鼓勵弟兄姊妹準時出席崇拜，一起建立教會良好的敬拜氣氛。
5

5. 在崇拜中會由小牧人收取奉獻，另有奉獻箱設置在 6 樓辦公室外。
除此之外，弟兄姊妹也可用電子方式奉獻。
6. 教會在防疫期間將不提供聖經，請弟兄姊妹自備。
7. 如果可以，請弟兄姊妹盡量使用樓梯上落，避免電梯擠迫或人流聚
集在電梯口。
進入學校防疫措施：
1. 探熱量度體溫（需低於 37.5℃），全時間戴口罩和使用消毒搓手液
清潔雙手。
2. 在學校聚會時，不得進行飲食。
3. 各人避免身體接觸，與他人保持至少 1 米的社交距離。
為了保障各人健康，教會懇請會眾除了加強家居衞生外，還要嚴格落
實下列措施：
1. 留意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狀況，外出前量度體溫，如出現病徵，尤其
發燒，切勿返教會，並立即求醫；
2. 如弟兄姊妹本人或同住家人在強制隔離的 14 天內，切勿返教會。
3. 恢復聚會後，肢體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8208 6630）
通知教會，以便教會關懷，採取應變措施及通知相關政府部門：
⚫ 證實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
⚫ 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惟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仍可能有變化，教會會繼續密切留意
有關情況，大家亦需密切注意教會及政府部門最新公布。希望在主的
保守與帶領下，我們早日走出疫情，大家儘快回復正常健康的生活！

宣基堂消息
全民祈禱
12 月份差傳月禱會：每月第一週舉行的月禱會在宣基小學第二副堂 BC
舉行，今次聚會 Panda 會分享她的事工和近況。歡迎弟兄姊妹參加，一
起為事工祈禱。如有查詢，請聯絡徐敏儀牧師(電話：2703-2524)。
日期：12 月 5 日(星期日)；時間：11:45 至中午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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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消息
休假：歐燕冰傳道於 9 月 23 日至 12 月 22 日放病假。
周欣鳳傳道於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24 日放安息年假、
12 月 25 日至 31 日放年假。
聶月貞傳道於 11 月 27 日放假。
梁施恩傳道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放假。
莊姝娟傳道於 12 月 1 日及 8 日放假。
宣基堂主日奉獻

截至上週

上週(2021.11.21)
常費

累積收入

$137,828.50 $11,344,215.10

累積預算支出

盈餘 / (尚欠)

$11,530,302.12

($186,087.02)

差傳

$5,100.00

$892,322.00

$995,134.62

($102,812.62)

策發

$53,550.00

$837,282.50

$451,923.08

$385,359.42

註 1：全年預算支出：常費 $12,756,930；差傳 $1,101,000
註 2：全年策發基金(儲備目標) $500,000

宣基堂聚會人數
上週崇拜
總人數

892

成人崇拜 (新來賓 9 )
主日第一堂
177
主日第二堂
171
主日第三堂
122
週六
192
燃亮生命崇拜
32
彩雲崇拜
49
康城佈道團契
成人：24， 兒童：1

兒童崇拜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主日第三堂
週六

4
29
21
10
Shining Buddies (1) -Shining Buddies (2) --

基石堂主日奉獻
上週(2021.11.21)

青少年崇拜
少年(中二至中六) 62
坑口(中三至大一) 23

祈禱會
耶利米禁食
祈禱會
--

升中適應計劃
AA Fanatic
AA Charlie
AA Delta

月禱會

48
63
46

--

截至上週
累積收入

累積預算支出

盈餘 / (尚欠)

常費

$35,476.30

$3,739,704.60

$3,119,173.08

$620,531.52

差傳

$1,100.00

$156,750.00

$13,557.69

$143,192.31

註 1：全年預算支出：常費 $3,451,000
註 2：全年預算支出：差傳 $15,000

基石堂聚會人數
上週崇拜
總人數
230

成人崇拜
主日崇拜(新來賓 0) 121
週六崇拜(新來賓 0)

69

兒童崇拜
幼稚級
小學級
兒童崇拜
BB350

祈禱會
5 主日祈禱會 22
11
2 週六祈禱會 4
--

中學生
崇拜 22
CC 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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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堂

宣基堂

聚會資料

同工

週六

週六老友記
成人崇拜
兒童天地
週六團契
(附設兒童託管)
CC 初中團契

上午 9:30
上午 11:00
上午 11:00
下午 12:15
下午 12:15
下午 1:30

中學生崇拜
CC 高中團契
YA ! (職青團契)

下午 2:00
下午 2:30
下午 5:00

主日
成人崇拜
兒童天地(幼稚級)
兒童天地(初小級)
兒童天地(高小級)
祈禱會
約瑟團契
迦勒團契
信仰探索班
新生命·新生活

上午 9:45
上午 9:45
上午 9:45
上午 9:45
上午 9:00
上午 11:15
上午 11:15
上午 11:15
上午 11:15

地面禮堂
三樓禮堂
401 室
407 室
401 室
地面禮堂
及各課室
地面禮堂
地面禮堂
地面禮堂

9216 9410

温元京牧師 (榮譽牧師)
萬得康牧師 (榮譽牧師)
周欣鳳傳道 (兒童)

2703 2516

馮志滔傳道 (青少年)

2703 2517

黃少東傳道 (青少年)

2703 2530

梁施恩傳道 (青少年)

2703 2529

李善宜小姐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33

李名峰先生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36

陳詩程小姐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38

程展鵬牧師 (職青、夫婦)

2703 2519

莊姝娟傳道 (康城團契)

2703 2521

歐燕冰傳道 (職青、夫婦)

2703 2523

聶月貞傳道 (夫婦)

2703 2532

徐敏儀牧師 (婦女、夫婦)

2703 2524

黃健雄傳道 (成熟夫婦、男士、長者)

2703 2525

梁庭恩傳道 (燃亮生命傷健群體)

2703 2531

9216 9410
8208 6630
2342 2038

葉美欣傳道 (宣基小學校牧)

2703 2526

許惠絲小姐 (高級行政助理)

2703 2514

2342 2038
2342 2038
2342 2038

譚磊光先生 (行政助理)

2703 2512

林賢嬌小姐 (行政助理)

2703 2511

三樓禮堂
407 室
401 室
501 室
地面禮堂
地面禮堂
三樓禮堂
403 室
404 室

同工
祝宗麟牧師 (堂主任)
杜文軒牧師 (成年、職青、青少年)
吳苑菱傳道 (成年、兒童)
楊樹強顧問牧師 (成年)
張麗真姑娘 (傳道助理)
魏倩蓉姊妹 (兒童及青少年福音幹事)
梁德光先生 (行政助理)

祝宗麟牧師 (堂主任)

董智敏博士 (義務傳道-敬拜部)

基督教宣道會基石堂
地址：九龍彩虹清水灣道 12 號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電話：2342 2038
傳真：2342 2396
網址：www.keishekchurc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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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8 日 至 2021 年 12 月 4 日 -感 恩 及 代 禱 事 項

基石家
1. 為教會的未來方向及堂址的方案祈禱。
2. 教會正籌備各團契在 12 月份派發聖誕福袋，求主使用，讓我們努力
傳揚福音，與人分享耶穌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和大愛，在生活上作見
証，榮耀主名。
3. 【將臨期】開始，讓我們一起在這將臨期操練忍耐與敬虔，轉眼仰望
耶穌基督，願花更多時間思想主耶穌基督的降生，預備及更新心靈，
以記念主降生所給予我們的意義及盼望。

迦勒團契 / 約瑟團契 / 職青團契
1. 迦勒團契將於 12 月 19 日舉行一次戶外活動，求神幫助各職員在籌
備過程中，彼此配搭，喜樂服侍。
2. 求神賜給曾惠萍姊妹﹙Tina﹚〈迦勒團契〉信心和平安繼續接受標靶
治療對抗癌病。
3. 李潤生弟兄〈迦勒團契〉患上前列腺癌，感恩經過一輪治療後，弟兄
的癌指數已降至正常水平，往後將定期注射荷爾蒙針，以抑制癌細胞
的增生，求主保守、醫治。
4. 詩麗姊妹〈約瑟團契〉開始新一輪化療，求神鞏固姊妹信心，並讓骨
髓有足夠的造血功能來應付化療。
5. Roger〈約瑟團契〉的媽媽因長期臥床後有壓瘡出現，求神醫治 Roger
媽媽的身體及早日甦醒祈禱。
6. Tiffany 姊妹腰傷稍微有進展，仍要在家休息至 12 月底，求神繼續醫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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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團契 / 週六老友記 / 男士小組
1. 週六團契正在策劃未來兩月的團契週會，求神帶領，亦讓弟兄姊妹彼
此配搭，同心服侍。
2. 劉錦綉姊妹﹙Sandy﹚
〈週六團契〉將於 12 月 8 日做腫瘤切除手術，
求神保守，讓姊妹全然得到醫治。
3. 劉喜弟兄〈週六老友記〉早前因痾血入院，感恩現已出院，回家試藥，
再考慮會否做手術，求主保守醫治。
4. 氣溫驟降，記念老友記的身體，他/她們容易感到不適，求主保守看
顧。
5. 羅錦盛弟兄〈週六老友記〉要長期在家洗腎，最近肝又出了問題，身
體消瘦，胃口不好，求主醫治。羅弟兄已於 10 月 30 日在基石堂接
受了特別洗禮，求神堅固他的信心，使他在基督耶穌裡繼續成長，委
身跟從。
6. 男士小組於主日下午隔週聚會，現時每次有約六、七位男士出席，但
尚未穩定，求主幫助，並帶領合適的男士來參加。
7. 劉玉華弟兄〈男士小組〉神經線炎復發，感恩已出院，但身體仍覺疲
累乏力，可能藥物仍要調較，求主憐憫醫治。

宣基家
1. 在疫情期間，求主格外賜給牧者智慧和能力，使用不同模式牧養信徒。
2. 保守弟兄姊妹身心靈在主裡健壯，每天靈修親近主，常禱告，多讀經。
3. 彩雲聚會點已於 11 月 14 日開始公開崇拜，求主保守事奉團隊有美
好配搭，使用所派發的宣傳單張，感動未信者前來參加聚會。

香港及世界
1. 為學校教育工作者賜與他們智慧、動力、愛心和忍耐，在複雜多變的
世代，常懷信心與希望，陪伴學生成長，為主所用。
2. 為阿富汗人民祈禱，願他們在困難中不失盼望，願他們的人身安全得
保障，又願神保守他們使困難盡快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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