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2月 2日 

主日崇拜(錄影)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讀經．．．．．．詩篇 29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洪水氾濫時．．．．．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王華燦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讀經．．．．．．詩篇 29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洪水氾濫時．．．．．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王華燦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讀經．．．．．．詩篇 29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洪水氾濫時．．．．．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讀經．．．．．．詩篇 29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洪水氾濫時．．．．．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王華燦牧師 

2020年 2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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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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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一次 
 
 
 



   
家事分享 

1. 因肺炎感染數字日增，2月 1-2日、2月 5日(周三)及 2月 8-9日崇拜

暫停，期間信徒請收看本堂網上預錄的崇拜。  

2.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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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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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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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靈糧堂防感染措施 (以下措施暫維持至本年 2月 29日止) 

I. 因應肺炎疫症情況，本堂活動最新修訂: 

 1. 2月 2日及 2月 9日主日崇拜暫停。往後暫時維持主日崇拜、周六青

年崇拜及周三晚堂崇拜，各崇拜聚會程序簡化，縮減崇拜聚會時間。 

 2. 崇拜及聚會必需戴上口罩。 

 3. 暫停周六長者崇拜。 

 4. 暫停主日兒童牧區崇拜，維持有限度兒童照顧服務，唯必需量體溫、 

戴口罩及用消毒洗手液。 

 5. 三樓早堂崇拜時段暫停照顧幼童。 

 6. 暫停中學生逆風帶崇拜。 

 7. 暫停詩班獻詩及敬拜隊領唱。 

 8. 暫停所有團契及小組之活動。 

 9. 暫停所有基教課程(除指定快完結之基教課堂外)、信仰探索班、門 

    徒訓練、急救訓練班等。 

10. 白田暫停派飯、義診及功課輔導。 

11. 暫停安息禮的關愛小組獻詩。 

12. 暫停圖書館借還服務，有關圖書物品、光碟等可放入辦公室外的自 

    助還書箱內。 

13. 暫停周三探訪，直至另行通知。 
 

II.有關防疫注意事項 

1. 如有身體不適，例如咳嗽、上呼吸道感染、感冒發燒等請留在家中 

   休息，勿出席崇拜及任何聚會。 

2. 若有會眾進出內地任何地區，回港勸喻進行 14日家居自我隔離。 

3. 請會眾每次進出聚會地方均以消毒洗手液搓手。 

4. 聖餐杯餅均用密封式膠杯及有膠袋盛載之餅。 

5. 每層樓皆備有消毒洗手液，本堂備有探熱器方便會眾使用。 

 

註: 因應肺炎疫病情況，有關措施隨時修訂執行。 

 

制定日期:  2020年 1月 30日 



 

2020塞內加爾 SENGAL短期服侍隊 

（環球宣愛協會與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海外宣教委員會合辦） 
 

日期：2020年 6月 22日至 7月 8日 (共 17天) 

費用：約 HKD9,000.00  

(此費用只包括旅遊保險，當地食宿和交通。) 

*機票及藥物等需自行安排* 

年齡：18-60歲 

名額：約 2-3人（本堂）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 3月 31日※額滿即止※ 

內容：認識當地文化及支緩國際同工的服侍 

要求需知： 

§ 本堂已信主 2年信徒，能操英語、身體健壯、籌劃活動。 

§ 需約見考核心志。 

§ 參加者必須完成短期服侍基礎訓練課程及 3次籌備會，及短宣後分享會，

日期待定。 

報名： 請致電郵：wwang@kllc.org.hk，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Winnie王玲

（233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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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文書、製作刊物、

輸入網頁資料等，應徵者需為清楚重生得救之基督徒，中五或以上程度，

對文書電腦應用有認識，懂中文輸入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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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kllc@kllc.org.hk

或寄九龍城嘉林邊道一號「九龍靈糧堂人事組」收，合則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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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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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洪水氾濫時 

經文：詩篇 29篇 

 

大綱 

(一) 敬拜上主、榮歸上主 29:1-2 

 

 

 

(二) 上主的聲音打在大水之上 29:3 

 

 

 

(三) 上主的聲音震破大山樹林 29:4-6 

 

 

 

(四) 上主的聲音臨到大漠曠野 29:7-9 

 

 

 

(五) 耶和華坐著為王 29:10-11 

 

 

 

問題討論 

1. 經文如何提醒我們上帝對人世間的掌管? 

2. 你經驗過上主在困難境況中與你同在的時刻嗎?  

 

 

 



  
 每周代禱欄 (2月 2日至 2月 8日)  

國度  東非 

   坦尚尼亞、肯亞、烏干達、盧安達、蒲隆地和南蘇丹，以上六國組成

東非共同體。目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最大的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此外，還有不少民族依然信奉傳統的原始宗教（拜物教）。 

   東非爆發 25 年來最嚴重的蝗災，一群蝗蟲一天之內可以吃掉足以養

活 2500人的糧食，導致區域糧食危機惡化。這次嚴重蝗災從去年 8月

開始蔓延，估計將會持續到今年 6月。肯亞是受蝗災影響最大，索馬

利亞、衣索比亞、蘇丹、吉布地和厄垂利亞部分地區災情也相繼嚴重，

接著南蘇丹和烏干達是下一個遭殃的國家。 

  禱告： 

 □ 求神掌管，在這苦難的國家裡賜下平安，願救援組織能及時提供援助，

救災工作有效和得宜。 

 □ 求神施恩，讓政府能有智慧行事，能夠妥善處理好災害，更叫經歷患

難的百姓能認識並倚靠主耶穌基督，得享平靜安穩。 

宣教 □ 求主記念梁志韜牧師夫婦，回港述職期間，加力量在不同教會的分享

及證道。 

 □ 為回國後的學生能恆常聚會及讀經禱告，不要躲懶，更加親近神。 

 □ 爲梁牧師及師母未信主的家人禱告，求主感動他們早日回轉。 

社會 □ 內地新型肺炎個案日益增多，求主賜智慧給官員，能找出發病源頭，

並擴大監察範圍，有效檢測到受感染的人士，以阻止任何形式的散播，

讓疫情得以控制。求主醫治肺炎病患者早日康復，加強市民關注個人

衛生及防護意識，以減低受感染的機會。 

教會 □ 近月來很多肢體患病，有些甚至需要留院接受治療，求主憐憫及醫治，

減輕患者的痛苦和不適，保守他們內心有平安，在患難中仍持守對神

的信心和盼望。 

 □ 為 322正進行昇降機的裝置中，求主保守工程順利，又記念財政支出

上的需要，求主為我們預備。 

 □ 為白田長者的身體健康交托主，求主加給他們力量面對疫病，有健壯

的身體及靈性，好經歷主恩。 

 



 

清晨堂唱頌歌詞 《主祢是我力量》(曲/詞︰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我的詩歌，我的拯救，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 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我高臺，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避難所，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早堂唱頌歌詞 《主祢是我力量》(曲/詞︰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我的詩歌，我的拯救，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 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我高臺，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避難所，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中午堂唱頌歌詞 《因主的名》（曲、詞:西伯,版權:共享詩歌）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和平之君得勝者。地上古今的君王， 

也折服於祢面前。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全能之主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令我滿心溫暖。 

* 全因主的聖名，勞苦可得安靜。行走於孤單困惑裡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愁心可得歡樂；祈禱的必得勝，我以性命來做證！ 
 
 

下午堂唱頌歌詞 《奇異恩典》(部分譯詞:九龍靈糧堂，版權:不詳) 

1.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2.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3.神已應許，恩惠伴隨，期盼因有主話語， 

一生所經過，甜蜜或困難，仍有祂屬天保障。 

4.塵世一天，終會消散，如雪瞬間溶化， 

但我主親臨，來喚我名，神，我永歸於祢，我永都歸於祢。 

* 除掉困鎖，釋放了我，榮耀救主，今已贖我， 

憐憫恩惠，摯愛不斷，極美深恩，永不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