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月 12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提前 1:12-17．． 曹錦能傳道 
講道．．．．．．荒年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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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錦能傳道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祝宗麒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提前 1:12-17．． 曹錦能傳道 
講道．．．．．．荒年不慌．．．．．．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曹錦能傳道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提前 1:12-17．． 曹錦能傳道 
講道．．．．．．荒年不慌．．．．．．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簡民基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朱莉傳道 敬拜隊：救恩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周國蘭傳道 
讀經．．．．．申命記 6:4-9．． 周國蘭傳道 
講道．．．．．第一的第一．．．．．．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余劍雲牧師 

2020年 1月 11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 信是什麼？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路 17:11-19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講題．．．．．．． 我愛自由行 
講員．．．．．．． 梁桂霞傳道 
經文．．．．．． 詩 119：41-48 
敬拜隊．．．．．． The Flock 
 

2020年 1月 12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信是什麼？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路 17:11-19 
聖餐．．．．．．． 王華燦牧師 
 

2020年 1月 15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 荒年不慌 
講員．．．．．．． 曹錦能傳道 
經文．．．．．． 提前 1:12-17 



  
家事分享 

1. 1月 25日(星期六)年初一長者及青年崇拜皆暫停一次，歡迎信徒出席

1月 26日(主日)清晨、早堂及中午堂崇拜。此外，1月 26日下午堂(3

時)亦暫停一次，而本定於第四主日的中午堂聖餐改為 1月 19日舉行，

敬請留意。 

2. 1月 24日(星期五)為年卅晚，教會下午三時後一切活動結束。 

3. 多謝弟兄姊妹踴躍支持捐贈年糕券，截至 5/1/2020(主日)收得年糕券

23張、西餅券 30張及現金奉獻共 1120元。一切收集的年糕券及現金

奉獻，教會將安排轉贈予白田事工或探訪有需要家庭。 

4. 凡 2011 年後不曾修讀基教課程開辦的“新生命 新生活”或“MTS”

課程的信徒，歡迎報讀 2020年重新開辦之【成長課程(一)認識聖經】。

此課程目的為要幫助信徒在信仰生命及價值觀上建立正確和穩固的根

基。詳細請參考基教部課程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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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周祈禱會 

日期: 1月14日(星期二) 

時間: 晚上7:30-8:30 

內容: 敬拜禱告，為教會及城市守望 

邀請守望: 第5區 

(媽媽組、摩利亞組、好組、Grow Together職青組、青年夫婦組) 

 

 



  
1月 26日(年初二)新年崇拜 

農曆新年年初二(主日)的崇拜將簡化程序及人手安排，並讓眾信徒無需有

任何服侍崗位，從而更安靜親近主，是次崇拜安排以簡約方式進行，其中

如下: 

 

1. 是日不設司事接待，主要由同工負責。 

2. 是日崇拜不會傳奉獻袋，請自行將奉獻放進各層奉獻箱，信徒亦可回

來時預先放進奉獻箱。 

3. 請自行在一樓梯間或各層取晨星。 

4. 是日三樓不設幼童照顧，有需要可在地下停車場位置崇拜。 

5. 是日兒童牧區、少年逆風帶(中學組)將暫停聚會。 

6. 是日崇拜只開放地下停車場、一樓及二樓禮堂，三樓至六樓將暫停一

切活動並關閉。 

 

農曆年間教會崇拜各項聚會安排: 

日期 活動 / 崇拜聚會 活動暫停 

1月 24日(星期五) 

年三十晚 

 下午 3時一切活動暫停 

1月 25日(星期六) 

年初一 

長者及青年崇拜暫停 一切活動暫停,是日本堂不

開放 

1月 26日(星期日) 

年初二 

主日崇拜時間 

清晨堂(9:00) 

早堂 (10:45) 

中午堂(12:30) 

下午堂(3:00)暫停 

 

下午 3 時崇拜暫停，

請會眾參加主日上午

之崇拜 

1.兒童牧區/ 少年逆風帶聚

會/三樓幼童照顧暫停 

 

2.下午 3時一切活動結束 

 

 

1月 27-28日(星期一、

二) 

公假 一切活動暫停，期間本堂不

開放 

 



 
 

《新春福音傳遞 - 送贈親友》 

新春福音紅封包，設計精美，今主日(12/1)於清晨、早及中午堂後，在地

下停車場發售，下午堂可向辦公室幹事購買。 

 

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九龍靈糧堂-聖約翰救傷隊舉辦:「急救證書」課程 

繼早前舉辦的成人心肺復甦法及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證書課程

(CPRAED)課程後，青年牧區再安排了聖約翰救傷隊來教授「急救證書」課

程(AFA)，現在返教會也有機會學啦，歡迎教會內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日期：(課程) 6/2/2020 至 9/4/2020（星期四） 

[共十堂，需有九成出席才可考試] 

(考試) 23/4/2020(星期四) 

時間：下午 7時至下午 10時 

地點：四樓圖書館 

收費：$400 (包括繃帶包，兩張人工呼吸口面防護膜，考試費，證書費及

行政費） 

（費用會在課程第一日收取） 

名額：20人(額滿即止) 

備註：另有急救課程手冊(由香港聖約翰機構出版)，教會可代為購買，每

本港幣八十元。 

 

詳細資料及報名方法可利用二維碼。 

完成報名後，請在上課當日付款。 

申請一經接納，若因個人原因未能出席，學費仍需繳交。 

查詢詳情請聯絡青年牧區沈學禮幹事（5128 8900）。 
 

 



  
【成長課程(一)】認識聖經 

簡介： 成長課程共分為四個階段，除認識聖經外，尚有「認識教會」，「認

識敬拜」及「認識靈修」等，目的為要幫助信徒在信仰生命及價值

觀上建立一良好穩固的根基，適合追求生命成長的信徒學習，以致

屬靈生命能成長並帶來生命的改變。 

內容： 1 聖經各經卷主題 

 2 聖經的成書 

 3 聖經的大綱，內容分類 

 4 聖經的歷史，語言及背景文化 

對象： 初信者或有興趣認識聖經及生命成長的信徒。 

日期： 2020年 2月 8日至 2月 29日 (共四堂)  

時間： 逢星期六 下午 4:00-5:00  

地點： 六樓桃李門  

導師： 王華燦牧師  

截止： 2/2/2020(主日) 

 

九龍靈糧堂 《讀書好・組》2020 

2019年，我們一起看了幾本好書，心裡充實哩！ 

再接再厲⋯⋯讓閱讀加強你的記憶，及對世人的同理心。 

日期：單數月份 第三主日 

時間：早上 10:30-12:30 

地點：教會停車場圖書角 

選書 1 月19日  《白老虎》         雅迪嘉     （2008，小說） 

3 月15日  《深淵居民》       傑克．倫敦 （1903，小說） 

5 月17日  《復活》           托爾斯泰   （1899，小說） 

7 月19日  《對倒》           劉以鬯     （1975，小說） 

9 月20日  《陽光棧道有多寬》 劉偉成     （2014，新詩） 

11月15日  《論盡基督徒》     堅立文     （2007，宗教） 

查詢請聯絡 Carrie祝師母 (電郵:xtypeArep999@gmail.com) 

 



 

講道大綱                     曹錦能傳道 

講題：荒年不慌 

經文：提前 1:12-17 

 

大綱 

(一). 1:3-11 交什麼棒: 終身 _ _ _ _   _ _ _ _ 

 

 

 

 

 

(二). 1:12-17 誰人交棒: 終生 _ _ _ _   _ _ _ _ 

 

 

 

 

 

(三). 1:18-20  誰人接棒: 終生 _ _ _ _   _ _ _ _ 

 

 

 

 

 

問題討論及應用 

1. 你認為香港教會面對的大環境將有什麼趨勢？是更自由開放？還是相

反？ 

2. 你對聖經認識是深是淺？可以如何提高學習動機及興趣？ 

3. 世界的名利富貴，酒色財氣，對你的吸引力大嗎？需要警惕一點嗎？ 

4. 你在教會有無 100%信任的朋友？如何可以找到真正朋友? 

5. 請為國內受逼迫的教會及牧者禱告，不要忘記他們正在為主受苦！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截止日期 

【成長課程(一)】

認識聖經 

8/2-29/2 

(星期六) 

下午 

4:00-5:00 
六樓桃李門 2月2日 

成長課程共分為四個階段，除今季認識聖經外，尚

有「認識教會」，「認識敬拜」及「認識靈修」等。 

「奪寶奇兵」之 

舊約旅程(一) 

16/2-10/5 

(星期日) 

早上 

9:15-10:30 
六樓桃李門 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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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