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分享
1. 感謝主今主日有本堂前堂主任魏金泉牧師到來主講四堂講道，願主親
自報答。
2. 凡已預備了奉獻月餅券的信徒，請於今日早上 10:15-下午 12:45 將月
餅券交停車場關懷貧窮人事工之專櫃收。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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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凡欲參加明年 4 月水禮者必須報名參加水禮班，報名表在地下基教
部壁報板索取並交回地下信箱，新一期水禮班在 9 月開課。
5. 新一期「家箋」已出版，請弟兄姊妹自行在一樓雜誌架或一樓梯間取
閱。


福音廣場:「人生無限，因為愛無限」
日期：9 月 1 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 12:30（中午堂）
地點：一樓禮堂
講員：曹錦能傳道
見證：黃少媚姊妹
Joyce 自少醉心唱歌，屢獲獎項，更以歌唱為事業，但廿二歲那年，無故
失聲，藥石無靈，無奈只有放下音樂。然而柳暗花明，廿年後當她願意返
回上帝的懷抱，加入基督教機構事奉時，上帝再次使用她的歌聲，成為他
人的祝福。
當人看見自己的有限，而願意倚靠無限地愛我們的上帝時，我們就可以有
重生的機會，可以有更豐盛的第二人生。是次聚會將使用五月天樂團的音
樂，與大家一起邁向更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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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聖經(每天讀 2 章)
為鼓勵會眾讀經，每天讀兩章聖經，務求2年內讀完全本聖經一次，計劃歡
迎隨時中途加入，所需時間則順延，另我們已提供讀經進度表連讀經次序
表，以方便知道進度，讀經進度表可在玻璃檯或一樓梯間索取。
9 月讀經: 約伯記: 1-42 章


家事提提你
課程
A
水禮班
B

「奪寶奇兵」之
舊約旅程(一)

A
B

日期

時間

星期日

早上

8/9-29/9

9:00-10:30

星期六

下午

7/9-5/10

12:30-1:30

星期三

晚上

11/9-27/11 7:30-9:15
星期日

早上

地點

截止日期

六樓天倫閣
9月1日
六樓桃李門

六樓桃李門

9月8日

15/9-1/12 9:15-10:30



培靈研經會
主題: 「家庭、婚姻、兩性關係」- 回歸主道
講員: 黃國維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
9 月 28 日(星期六晚)
7:00-8:15 (第一講)
8:30-9:15 (第二講)
9 月 29 日(星期日)
清晨堂 9:00-10:20 (第三講)
早堂
10:45-12:15 (第三講)
中午堂 12:30- 2:00 (第四講)
(*是日下午堂暫停一次)


小組招募
靈糧堂小組歡迎你！
每一位信徒都需要其他弟兄姊妹的守望及關顧，參與小組可以彼此相愛，
並且互相激勵實踐主交付的大使命。年度招募已經展開，今主日可到停車
場向教牧同工查詢及報名，如合適將安排分配入不同小組。
資格：穩定參與本堂崇拜１年或以上
報名地點：地下停車場
報名時間：8月25日 中午12:00至下午1:00(在這時間以外，可到地下壁報
板取報名表，並交回辦公室門前信箱)


新朋友交誼日
日期：2019 年 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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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同工履新
沈學禮幹事
感謝主帶領新同工沈學禮弟兄擔任本堂青少年事工幹事一職。查沈弟兄為
本堂會友，畢業於浸會大學並獲化學理學士，曾任職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
處活動幹事，對青少年事工尤有負擔，本會感謝他應邀在本堂服侍，願主
幫助他的適應，請信徒記念。
自我介紹
各位好，我是沈學禮。我從小到大就一直在這教會長大，很高興能夠回到
教會擔任青少年幹事一職，期望我的服侍能夠幫助青少年牧區牧養羊羣更
多！


義工招募
崗位
白田福音中心
中秋基層關懷探訪

時間
2019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
晚上 19:30-21:30

希幔兒童合唱團司琴

9 月-12 月 逢星期日
下午 1:00-2:00 或 2:00-2:45

幼童崇拜司琴

星期日 上午 10:40-11:10 (每月 1 次)

協助場地擺放 (兒童牧區)

星期日 上午 8:30-8:50 (每月 1-2 次)

如對以上有興趣及負擔者請到辦公室留下聯絡電話。


趙世光牧師來港七十周年紀念培靈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講員:
主辦:
報名:

10 月 20 日(星期日)
下午 4:00-5:30
香港靈糧堂(銅鑼灣禮頓道禮頓里 6 號)
細訴主恩七十載，還看今天?
陳瑞漢長老
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區會
地下壁報板簽名(正楷)

9-10 月教會方向:靈修禱告
1. 參與每天的讀經，試讀約伯記全卷書。
2. 出席 9 月 28-29 日培靈研經會
3. 出席本堂 9-10 月期間一次的雙周祈禱告或主日禱告會


九龍靈糧堂任期制執事選舉提名
為了要建立僕人領袖的領導事奉群體，並本著聖經的真理、聖靈的引導，
共同帶領教會，興旺福音，本堂已經確立長老執事選立規則。繼去年選出
2 位任期制執事後，本年將於 2019 年 10 月 19 及 20 日在各堂崇拜後舉行
『任期制執事選舉會』
，由本堂會友選出任期制執事。任期制執事的提名將
於本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進行。茲公佈有關執事候選人資格，並誠邀
有意承擔教會領導事奉的會友參加。
候選人基本資格：
a) 本堂會友，年 25 歲或以上，重生得救。
b) 在執事選舉會前三年 (由 2019 年 10 月 19 日計)內在教會任何具職銜之
事奉崗位中參與事奉，並獲 5 名本堂會友提名方可出選。
c) 同意有關本堂常務長執選立規則的條文，並經常務長執會審核資格。
d) 願意履行執事的職份至任期完結(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在任期內須出席定期會議，共襄聖工。
e) 非本堂受聘的牧師、傳道同工或其配偶。
※合共選出 3 個席位
參選辦法：
參選會友可於提名期間在一樓大堂玻璃桌上或辦公室索取「2019 年任期制
執事參選及提名表格」
，填寫個人資料，並獲得 5 名本堂會友提名後，將表
格交回王華燦牧師或簡民基牧師。
提名期：2019 年 7 月 1 日 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查 詢：王華燦牧師 或 簡民基牧師 (電話：2336-1696)
*詳情請參考「2019 年任期制執事選舉簡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