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事分享 

1. 感謝神，今天有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朱光華牧師到來講道，求主親自

報答。 

2. 凡參加今日(16/6)身體健康檢查的肢體，請於早上 10:30-下午 13:30

到停車場測試(另下周主日 23/6仍有身體健康檢查)，同時早上 11:00-

12:00在六樓桃李門舉行有關「腰背痛症講座」，歡迎出席。 

3. 文具捐獻，最後今天：三堂崇拜後於地下停車場設置專櫃收集，下午堂

的肢體請交給辦公室幹事。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4. 信徒若知道有說普通話或英語的朋友出席本堂主日早堂崇拜

(10:45AM)，可預早通知本堂辦事處同工，我們將盡可能安排即時傳譯。 

5. 為免造成交通意外，請駕車人仕避免把車輛停泊在本堂門口或對面街

口位置，以免對來往巴士做成阻塞或發生交通意外。 

6. 最新一期的印尼語雜誌已備妥，歡迎弟兄姊妹到玻璃臺拿取，送給家

中的傭工。數量有限，取完即止。 

 

家庭生活講座: 打手機關你咩事 

日期: 7月 13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 8:00-9:30 

講員: 歐陽家和先生 

內容: 香港不少人都沉迷打手機，亦影響不少青少年人的身心靈健康

成長，是次聚會邀請到明光社歐陽家和先生主講，藉此幫助家

長認識處理孩子沉迷打手機問題，歡迎任何人仕出席。 

地點: 本堂一樓或三樓 

報名: 請到地下壁報板報名，以便安排合適地點聚會。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截止日期 

宣教與文化 2‧0 
27/6-11/7 

(星期四) 

晚上 

7:30-9:00 
六樓桃李門 最後今日 

信仰探索班 

A 每月第二

及第四個

主日 

上午 

10:45-12:15 
六樓桃李門 不適用 

B 
下午 

12:30-2:0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報名：請向鄧惠玲傳道查詢及報名(2336 1696) 

 

安息禮拜公告 

馮在弟兄已安息主懷，並於 6 月 19 日(三)晚上在世界殯儀館設靈守

夜，翌日 6 月 20 日(四)早上 10:0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馮弟兄或

其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福音廣場 

「困難，但不絕望」 

日期：7月 7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12:30（中午堂） 

地點：一樓禮堂 

講員：祝宗麒牧師 

見證：朱詠珊姊妹（夏達華研道中心同工） 
 

朱詠珊姊妹在 2015年確診患上癌病，經歷了化療，電療，標靶藥物治

療後康復。2018復發，要接受手術。但這些經歷卻不損其對生命，和

對主耶穌的信心。 

 

我們都會遇見不同際遇，有順境有逆境，但是什麼支持我們繼續向前

行？是我們樂觀的性格？是我們打不死的精神？相信主耶穌基督又是

否只是心靈慰藉？邀請你一同來探討傾談。 

 

請邀請未信親友參加，讓他們找到人生的盼望和出路。 

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每日活水》訂閱 

為鼓勵信徒經常靈修，歡迎訂閱《每日活水》作靈修輔助。信徒可到辦

公室訂閱，半年六期/全年十二期，共$234/$468。截止訂購日期為 6月

23日(主日)。 

 

區長/組長/副組長/小組聯絡人交誼聚會 

日期: 6月 30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1:00-3:00 

內容: 聚餐、彼此分享及代禱 

對象: 區長/組長/小組聯絡員 

報名: 因需預先知道午膳人數，請組長與區牧或導師報名，或在地下

壁報板報名。 
 

   
九龍靈糧堂．中國神學研究院 合辦 

生命之道 課程 ── 民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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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 
 日期：2019年 9月 26日至 11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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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7 日(一)開始接受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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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7 月 17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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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基教部秋季(7-9月)課程簡介 

課程 日期 時間 導師 

「生命之道」: 

  民數記 
26/9 至 14/11(四) 晚 7:45-9:35 

中神講師

（錄像） 

《阿摩司書》精讀 29/8 至 19/9(四) 晚 7:45-9:30 曹錦能傳道 

161 屆水禮班 

A 班(成年) 

8/9 至 29/9 (日) 
早 9:00-10:30 余劍雲牧師 

B 班(長者) 

7/9 至 5/10 (六) 
午 12:30-1:30 簡民基牧師 

「奪寶奇兵」 

之舊約旅程(一) 

A 班 

11/9 至 27/11(三) 
晚 7:30-9:15 

簡民基牧師 
B 班 

15/9 至 1/12(日) 
早 9:15-10:30 

註: 1. 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手續，請參考課程單張及地下基教壁報板 

 2.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周國蘭傳道(2336 1696) 

 

* * * 2019年青成跨境輕鬆生活營 * * * 

對象: 成青信徒、夫婦(鼓勵建立關係，恕未能接待 18歲以下子女同行) 

目的: 一起旅行，鼓勵信徒一起相處 

日期: 7月 20-21日(星期六至日) 

地點: 廣東(需帶備“有效”回鄉證件) 

形式: 交旅行社代安排行程及旅遊景點，詳情見地下教會壁報板 

內容: 遊覽、休息、敬拜 

費用: 成人 600元(包括旅遊保險，只收現金) (同一房間雙床) 

名額: 50人(不成團，費用將全數退還) 

集合地點: 福田口岸（落馬洲） 

集合時間: 7月 20日(星期六)上午 8:00正 

截止日期: 7月 7日(星期日)(額滿即止) 

報名及查詢: 請連同“身份証＂副本到辦公室報名及交費。如有查詢

請致電 2336 1696聯絡周傳道/王牧師/陳澤琳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