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大綱                    林晶傳道 

講題：香蕉團契 

經文：約翰一書 1章 1-10節 

 

大綱 

(一) 怎樣的“香蕉”1-3 

 

 

 

 

 

 

 

(二) 美味的“香蕉” 4 

 

 

 

 

 

 

 

(三) 不要壞“香蕉” 5-10 

 

 

 

 

 

 

 
 

                          

                                                                                                                                                                                                                                                                                                                                                                                                                                                                                                                                                                                  

2019年 3月 30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耶穌-全能的醫治者 
講員．．．．．．． 簡民基牧師 
經文．．．．．．． 可 1:29-34 
主席． 陳麗萍姊妹、謝秀琼姊妹 
司琴．．．．．．． 梁潔儀姊妹 
 

青年崇拜～～～～下午六時正 
講題．．．．．．． 迎風的日子 
講員．．．．．．． 張義金傳道 
經文．．．．．．． 來 11:24-31 
主席．．．．．．． 魏正耀弟兄 
敬拜隊．．．．．． The Flock 
 

2019年 3月 31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約書亞記選讀(3) 
 在我們中間有永生神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書 3:1-17 
主席．．．．．．． 霍志浩弟兄 
司琴．．．．．．． 蔡琅行弟兄 
敬拜隊．．．．．．．． 信望愛 
 

2019年 4月 3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 在我們中間有永生神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書 3:1-17 
主席．．．．．．． 陳淑儀傳道 
司琴．．．．．．． 楊斯妮姊妹 

 

2019年 3月 31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林晶傳道 司琴：李嘉穎姊妹 
主席：陳曉彥弟兄       張芷羚姊妹 
敬拜隊：青年詩班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青年詩班 
奉獻、家事分享．．．．．．．．． 林晶傳道 
讀經．．．．．約翰一書 1:1-10．． 林晶傳道 
講道．．．．．．．香蕉團契．．．．．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余劍雲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林晶傳道 司琴：頌讚之聲 
主席：鄧惠玲傳道 敬拜隊：頌讚之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讚之聲 
奉獻、家事分享．．．．．．．． 鄧惠玲傳道 
讀經．．．．．約翰一書 1:1-10． 鄧惠玲傳道 
講道．．．．．．．香蕉團契．．．．．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簡民基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林晶傳道 司琴：頌讚之聲 
主席：鄧惠玲傳道 敬拜隊：頌讚之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讚之聲 
奉獻、家事分享．．．．．．．． 鄧惠玲傳道 
讀經．．．．．約翰一書 1:1-10． 鄧惠玲傳道 
講道．．．．．．．香蕉團契．．．．．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余劍雲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林晶傳道 司琴：王惠明姊妹 
主席：張曼樺姊妹 敬拜隊：感恩敬拜隊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林晶傳道 
讀經．．．．．約翰一書 1:1-10．． 林晶傳道 
講道．．．．．．．香蕉團契．．．．．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簡民基牧師 

 



家事分享 

1. 4月 5日(星期五)是公眾假期，是日本堂暫停一切活動。 

2. 4月的查經資料已預備好，請各小組按需要到小組信箱索取，及自

行調教至合適小組用。 

3. 水禮邀請咭已預備，請應屆參加水禮的信徒可到辦公室索取，以便

邀請親友出席。 

4. 凡已報名參加今日防感染訓練的弟兄姊妹，請提早 10 分鐘(約下

午 1:50)到達三樓副堂。訓練準時於下午 2:00開始，逾時不候。 

 

第 160屆水禮及轉會名單 

 
 

水禮者：王克香、李志明、黃浩深、劉樹寧、林麗娟、章濟塘、 

馬裕發、李燕群、鄧凱宜、蕭力文、許文瑞、朱英萍、 

陳志禮、李賜安、劉佩華、湯卓榮、謝麗華、岑淑愛、 

王德娟、盧永成、黃寶慧、邵永輝、龔寶珊、黎月麗、 

張國華、梁潔儀、廖觀球、崔肖華、潘惠芝、李志恩、 

黃慧明、李永劻、蔣康祈、林寶鈿、陳樂欣、鄭凱茵、 

李美蓉、陸鋼、陳慧儀 
 
特洗者：(由 2018年 4月至 2019年 3月) 

 黃仲金、石演生、蔣炳章、李兆華、蔡煥英、勞英潔、 

郭佳玉、林頌恩、王福祥、劉夢華、梁耀光、譚慧兒、 

何傑 

 

轉會者：許先異、黃鷹、杜嘉華、楊斯妮、高穎詩、傅玉珍、 

盧淑明、毛慰華、王禮親、馮素娟、巫梓傑、司徒月瑜、 

曹錦能 
 

兩年讀完聖經 

4 月讀經: 結(1-48)、詩(31-40)，每天兩章，會眾亦可以自行提早開始，

讀經進度表可在玻璃檯或一樓梯間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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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靈糧堂．中國神學研究院 合辦 

生命之道 課程 (本堂舉行) 
 
九龍靈糧堂與中國神學研究院合作在本堂舉辦生命之道讀經課程。生
命之道乃一讀經運動，旨在鼓勵信徒渴慕神的話語，一起研讀聖經，而
致更真確地認識神，更緊密與主同行。 
 
對象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願意委身研讀神的話，並承諾穩定出席查經聚會。 
 
課程特色 
 每年開課三季，每季查考一卷聖經書卷，每週一堂，共八堂，每堂

約兩小時。 
 每堂包括：敬拜、小組查經和經文講解部分。 
 參加者 5 人為一小組。每堂派發作業，包括：觀察、解釋及分享類

別問題。每次分組時所有組員分享所做的作業。 
 課程不設固定收費，自由奉獻。 
 
今季課程 
 書卷：利未記 
 日期：2019年 4月 25日至 6月 13日(星期四，共 8堂) 
 時間：晚上 7:45-9:35 
 
報名 
 所有報名須經網上報名，現正接受報名（如需協助可找組員代勞，

或與本堂辦公室幹事查詢）。 
 截止報名日期：2019月 4月 4日(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請瀏覽「中神」生命之道網址(進入中央管理系統報名) 

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list_all 
 作為合辦教會，於本堂恆常聚會的信徒報名將獲優先取錄，請於網

上報名時在所屬教會一欄注明「九龍靈糧堂」。 
 參加者 5人為一小組，其中一人為組長。鼓勵參加者自行組成一組，

並指定其中一人作組長，網上報名時只要注明另一位同組組員的名
字，系統將可作出辨識。不指定其他組員/組長者由大會編配入組，
不得異議。 

 成功報讀者將於開課前兩星期收到個別通知。 
 查詢電郵：biblestudy@cgst.edu 
 查詢電話：2794 2375 (中神) 
 
會友如有查詢，可聯絡王華燦牧師或曹錦能傳道。   

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list_all
mailto:biblestudy@cgst.edu


招募服侍義工 

崗位 時間 

白田兒童導師 星期日 9:45-11:00  

(隔週或每月 1次) 

有負擔者請到辦公室留下姓名資料。 

 

 
 

家事提提你 
 

活動 內容 截止日期 

虎地路屯門徑 

之旅(重行) 

行山日期：27/4/2019(星期六) 

報名方法：請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 參加者務必出席行程簡介會 

4月14日 

 

 

安息禮拜公告 

譚慧兒姊妹已安息主懷，並於 4 月 7 日(日)晚上在世界殯儀館設靈守

夜，翌日 4 月 8 日(一)早上 10:3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譚姊妹或其家

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新朋友交誼日 

日期：2019年 4月 7日(主日) 

時間：下午 12:30-1: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內容：簡便小吃、遊戲、互相認識、介紹教會架構及聚會 

歡迎最近參與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如有查詢或報名， 

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四月份教會聚會巡禮 
4月 19日(星期五) 
受苦節默想日                 受苦節聖餐崇拜 
時間：早上 9:00-下午 5:00          時間：晚上 7:30開始 

地點：一樓禮堂                    地點：一樓禮堂 

※當日程序將分時段進行               講員：趙崇明博士 

  (每一小時為一時段)，              ※ 當晚設兒童照顧。 

  肢體可自由選擇時段安靜默想。       
 
4月 20日(星期六) 
第 160屆水禮 
時間：下午 2:00開始 
地點：一樓禮堂 
 
4月 21日（主日） 
復活節主日崇拜 
清晨堂(上午 9:00)、早堂(上午 10:45)及中午堂(中午 12:30) 

講員：梁俊豪博士 
 
下午堂(下午 3:00) 
講員：岑詠君傳道 
 

 

九龍靈糧堂影音部 

教會音響訓練班 

對象：願意在聚會中支援音響技術工作或有興趣認識教會擴音系統的弟

兄姊妹。 

目標：培訓一班願意參與影音事工的弟兄姊妹並提供入門的實務知識。 

資格：參加本堂聚會一年或以上及有責任感的重生基督徒。 

課程：四節(每節 2小時，共 8小時) 

日期：29/4；6/5；20/5；27/5/2019 (逢星期一)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本堂一樓 

歡迎弟兄姊妹前往地下教會資訊板，詳閱課程內容及索取表格報名。(第

一堂有 5位會友出席方會開班) 



  
九天默想禁食禱告(8/4-18/4): 

主耶穌在世最後的七天 

為記念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前最後的七天，我們鼓勵信徒由 4 月 8 日至

4月 18日(星期六、日不禁食)，進行九天的禁食禱告，每天用 20 分鐘

默想經文並學習禁食禱告，信徒可以每日的早上、中午或晚上其中一

餐進行禁食，以預備我們的心靈去迎接受苦節，信徒只須要用教會提

供的「九天默想禱告」進行默想禱告並學習禁食 (如身體不適、糖尿

病患者或長期病患者不宜進行禁食，請按醫生指示進行，而可改為默

想禱告便可以了)。 

 

「九天默想禱告」紙放在梯間及一樓玻璃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