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2 月 9 日 

主日崇拜(錄影)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懷蓉傳道 
主席：簡民基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簡民基牧師 
讀經．．．．．．提前 2:1-15．． 簡民基牧師 
講道．．．．．．打美好的仗．．．．． 講員 
回應歌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簡民基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懷蓉傳道 
主席：簡民基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簡民基牧師 
讀經．．．．．．提前 2:1-15．． 簡民基牧師 
講道．．．．．．打美好的仗．．．．． 講員 
回應歌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簡民基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懷蓉傳道 
主席：簡民基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簡民基牧師 
讀經．．．．．．提前 2:1-15．． 簡民基牧師 
講道．．．．．．打美好的仗．．．．． 講員 
回應歌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簡民基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懷蓉傳道 
主席：簡民基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簡民基牧師 
讀經．．．．．．提前 2:1-15．． 簡民基牧師 
講道．．．．．．打美好的仗．．．．． 講員 
回應歌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簡民基牧師 

2020年 2月 8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崇拜暫停一次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崇拜暫停一次 
 
 

2020年 2月 9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一次 
 
 

2020年 2月 12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一次 
 
 
 



   
特別消息 

1. 鑑於新型冠狀肺炎疫症蔓延，為避免交叉感染，本堂暫停各堂崇拜及

聚會至 2020 年 3 月 1 日，此段期間，會眾可上九龍靈糧堂網頁

(www.kllc.org.hk)收看錄影的崇拜(全日皆可收看)。開始時間: 星期日

上午 11:00，請預早 10 分鐘準備心靈敬拜主。 

2. 在暫停崇拜期間，每周晨星不會有印刷版，只會提供網上版，各位可

在網上查閱。 

註. 以上安排將因應疫症情況修訂執行，請會眾致電本堂 23361696 查詢

或到本堂網頁 www. kllc.org.hk 留意最新修訂。 

 

肺炎流行傳染病的注意 

1. 教會已提供口罩及消毒洗手液，方便會眾使用，請與本堂同工或司事

員聯絡。 

2. 因應疫病的蔓延，會眾如有咳嗽等請戴上口罩，減低傳染病之風險。 

3. 請多用消毒洗手液清潔，避免交叉感染。 

 

教會消息 

為減少耗用紙張及響應環保，晨星不會夾有詩歌紙、代禱及講道大綱頁，

有需要可以到一樓玻璃檯或一樓梯間索取，晨星用後亦可放回一樓收集箱

以便回收。與此同時，會眾亦可使用 QR CODE 或手機登入九龍靈糧堂教

會網頁(kllc.org.hk)以便查閱晨星資訊，惟晨星網頁版不會刊登奉獻徵信錄

及財政事宜，會眾仍可在一樓雜誌架取閱晨星有關資訊。 

 

福音栽培部(因應疫情的特別報告) 

1. 9/2 及 16/2 糧油食品收集及利是錢捐獻取消。 

2. 16/2 新朋友交誼日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3. 1/3 福音廣場延至 7/6 舉行。 

4. 信仰班課程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誠聘辦公室幹事通告 

本堂誠聘辦公室幹事一名，協助辦公室日常的運作，尤其處理文書、制作

刊物、處理網頁資料等，應徵者需為清楚重生得救之基督徒，中五或以上

程度，對文書及電腦軟件應用有興趣，懂中文書入法，願意委身教會服侍，

有良好人際關係及善與人溝通，有負擔者請把履歷及期望待遇寄交「九龍

靈糧堂人事小組」收，合則約見。 

 

安息禮拜公告 

1. 梁元富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2 月 12 日(三)晚上 8:00 在世界殯儀館

舉行安息禮，並於翌日 2 月 13 日(四)早上 10:30 舉行出殯禮，祈盼認識

梁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2. 黃新喜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2 月 14 日(五)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

舉行安息禮，並於翌日 2 月 15 日(六)早上 10:30 舉行出殯禮，祈盼認識

黃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兩年讀完聖經 

(2020 年 2 月到 2022 年 1 月，每天讀 2 章) 

我們鼓勵信徒每天讀兩章聖經，以 2 年為期，完成全本聖經的閱讀，大家

可到一樓梯間索取讀經進度表，以便完成閱讀整本聖經。 

2020 年 2 月讀經進度: 太(1-28)、徒(1-28)  

 
 

 

 



   

 

為疫病得以止住禱告 

武漢地區出現了嚴重的疫情，很多人都陷入極度的恐慌中，中國多處地區

出現封城，每天確診或疑似患者的數字都在不斷的加增，醫院床位緊張，

醫療、防護用品嚴重不足，醫生、護士、警員都晝夜承受高負荷的壓力。 

 

面對這一切切的難處，我們深感無力，唯有在上帝面前獻上代求，因為這

也是上帝對我們的要求和應許，祂要「我們為萬民懇求、禱告、代求、祝

謝，為君王和在位的，也該如此。」（提摩太前書 2:1-2） 

 

若災難臨到時，上帝說：「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

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

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歷代志下 7:13-15） 

 

我們都一起獻上代求，又求主叫國民轉離惡行，因著過去崇尚名利物慾，

並為金錢、權位等而做出許多虛假的事，求主赦免。 

 



 
  

 每周代禱欄 (2 月 9 日至 2 月 15 日)  

國度  馬達加斯加 

  人口剛超過 2500 萬，馬達加斯加的少數族裔有華人、印度人

和葛摩人，還有很少的歐洲血統居民，其中以法國最多。馬達

加斯加約有半數人口信奉傳統宗教，也有近半數是基督徒，其

中新教徒略多於羅馬天主教，另外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也在島上

傳播。 

  連續多週的暴雨，導致 31 人死亡，9 人失蹤，西北部已成澤國，

暴雨導致 10 萬余人受災，政府正在持續疏散災區民眾，民生困

苦。 

  禱告： 

 □ 求主看顧這片土地和人民，讓一切回復生機。 

 □ 求主施恩憐憫，政府有足夠資源處理救援及重建，救援機構能

協助災民，叫貧窮、受創的人得醫治安慰。 

宣教 □ 求主賜智慧和能力予新天地宣教士伉儷的服事，記念他們的團

隊，及「撒種工程」工作，讓更多卡族朋友聽到信息，能夠堅

定信靠主耶穌，心裡有平安。 

 □ 感恩他們參與了新寶寶同學的家長們節日派對，成為當中的橋

樑，作翻譯和對話，幫助主人家分享節日信息和意義，有深入

和真誠的交流。 

 □ 記念新先生和新太太的身體情況，痛症得以減輕，求主醫治，

能盡快康復;並賜他們智慧懂得如何關心新寶寶的需要。 

 □ 記念新太太的大家姐願意繼續返大家庭聚會。 

社會 □ 「武漢肺炎」肆虐，香港正處於社區爆發的臨界點，市民在「一

罩難求」的情況下，活在慌亂之中。求主憐憫、保護，並難阻

疫情進一步的蔓延，又求主賜特首慈憐的心，親恤港人的困境，

能真正制訂有效的措施，以免為時已晚。 

教會 □ 願天父的眾兒女們在困境中能效法基督的愛，秉行公義，與困

苦無依者同行，將手中有餘的，與人分享。 

 



  

崇拜唱頌歌詞   

《雲上太陽》 
(曲:巫婧茹，國語詞:吳幸肅、巫婧茹，粵語譯詞：呂兆樑 Tony(修:鄧惠玲)，版權:讚美之泉) 

(國):無論是住在美麗的高山，或是躺臥在陰暗的幽谷。 

     當你抬起頭，你將會發現，主已為你我而預備。 

     * 雲上太陽它總不改變，雖然小雨灑在臉上， 

       雲上太陽它總不改變！哈，它不改變。 

 

(粵):密雲聚雨點，散在我兩肩，仍然雲上太陽，它總不變遷。 

     抬頭望向天，發現祢恩典，隨處找到主愛眷。 

     * 就算雨灑遍，急風刮天邊，雨後陽光亦總不改變。 

       就似祢的愛，從來無間斷。哈，永不改變! 

 
[回應歌]                  《放開雙手》 

(曲、詞：林鈞暉，版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願我心完全地倚靠，放開雙手，願祢掌管我宇宙， 

願我心完全地相信，祢的計劃，不再迷惑。 

漆黑裡祢從沒把我遺棄，用愛與恕抱緊我雙臂， 

恩典裡祢充滿著驚喜，即使我軟弱無力，祢仍讓我鷹般高飛。 

* 就讓我把雙手放開，不再與這世界競賽， 

  惟望祢的國重來，把悲哀化作喝采， 

  就讓我把雙手放開，讓祢掌管我未來， 

  因我心知主祢才是我今生的主宰。（願此生不改） 

Bridge 縱使漆黑將萬天掩蓋，前途滿障礙， 

       唯獨祢必保守看顧，在高天裡在高天裡駕著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