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20 日
培靈主日(直播)
「一條未走過的路」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崇拜暫停

2020 年 9 月 19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下午二時正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直播)～～～～～～ 上午十一時正
講員：黃嘉樑博士
主席：祝宗麒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培靈會(直播)

～ 下午七時半

(與青年崇拜結合)
講題．． 1) 回應呼召，起來越過
講題．． 2) 認清身份，堅持使命
講員．．．．．．．．黃嘉樑博士
主席．．．．．．．．李懷蓉傳道
敬拜隊．．．．．．．青崇敬拜隊

2020 年 9 月 20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第三講．盤算數點，顛覆現實．
讀經．．．．書 13:1-7．．．．． 王華燦牧師
講道．．．．．．．．．．．．． 黃嘉樑博士
休息
第四講．回顧展望，決意事主．
讀經．．．．書 24:1-28．．．． 王華燦牧師
講道．．．．．．．．．．．．． 黃嘉樑博士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2020 年 9 月 23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今主日崇拜為本堂培靈研經會第三及第四講，在第三講完結後我們會
有 10 分鐘休息，然後進入第四講，我們感謝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
教授黃嘉樑博士在當中宣講，願主親自報答。
2. 10 月若恢復實體崇拜，10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將舉行家事分享
會，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


通告
因應疫症情況本年度大部份實體崇拜及聚會暫停，為簡化各事奉崗位之
安排，本年度所有事奉者將自動延任一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如個別
信徒有困難擔任事奉崗位，請通知本堂同工或與有關牧區同工聯絡。


本年度執事選舉會事宜
1. 因應疫情及政府限聚令，十月份的執事選舉需盡早作出安排，本年執
事選舉將會用郵寄選票方式進行。
2. 執事選舉信件及候選人介紹將附上選票，請會眾投票後簽上正楷姓名，
連同附上回郵信封寄回本堂。
3. 本堂若未能在 10 月 18 日(主日)前收到郵寄本堂的選票或因郵寄失誤，
該選票將視作失效。
4. 本堂會友亦可在平日辦公室時間親臨本堂將選票投進辦公室門前收
集箱。
5. 所有收到會友郵寄本堂的選票均會在 10 月 18 日開票日才拆開有關信
件，恕未能為會眾在此日前提供身份核實。
6. 本周起將會郵寄選票給各會友，如未收到，請致電本堂辦公室幹事安
排重新寄發選票，唯不可重覆投票，否則選票作廢。
註：恕不接受電郵、掃描、副本或電子傳輸工具投遞選票，只接受郵寄
或親身投遞選票。


網上雙周祈禱會(ZOOM)
日期: 9 月 22 日(星期二)(網上 ZOOM 祈禱會)
時間: 晚上 9:00-10:00
內容: 敬拜禱告，為城市及教會守望。
註：參加者需開視像並請準時 9:00 到本堂網頁(www.kllc.org.hk) 按上
指定之連結。

家事分享會(暫定)
若然恢復實體崇拜，將會照常舉行家事分享會，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
日期: 10 月 11 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00-3:00
地點: 三樓副堂
內容: A.明年事工分享及財政預算
B.本年財政簡報
C.322 拓建進展


讀書好•組 - 十月聚會
選書：劉偉成《陽光棧道有多寬》(新詩集)
日期：十月四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4:00
參加方法：WhatsApp 視像聚會(或 Zoom)
詩，搔一搔我們的靈、感⋯⋯去重新觀察人、事、物界
參透大家心底未成形的說話
去年九月，我們分享了一本新詩集，現在再來一個！
已約好一位香港詩人來介紹和解讀（去年也請她來），歡迎參加。
有興趣者，請於九月二十七日之前向祝師母報名
(xtypearep999@gmail.com)。聯絡後會安排傳送幾首詩集內作品供預先
閱讀。


「疫要開飯」
疫情下基層生活支援計劃
【事奉人手招募】
參與「疫要開飯」基層生活支援計劃，外展細則如下：
要求：1.以行動回應上帝呼召，關懷基層，並渴望與人分享信仰
要求：2.必須先參與 Zoom 網上簡介會
負責：1.參與街頭派發單張，向有興趣者講解計劃，登記基本聯絡資料
負責：2.關懷約見，傳遞神愛世人的信息
日期：10 月下旬
有意者請聯絡辦公室 23361696 登記或聯絡周傳道及梁傳道。

九龍靈糧堂 2020 年度『執事選舉會』事宜
任期制執事選舉會因應疫情不穩定及需盡早作出安排，本年度執事選舉
會將用郵寄選票進行。所有年滿十八歲之本堂會友皆可投票，選出是屆
選舉會的執事。誠意邀請各位九龍靈糧堂會友投下你的一票。
本屆任期制執事有議席三位，候選人只有一位 ：
候選人
羅慧儀姊妹
為讓選出的執事皆有高度的認受性，請踴躍投票。執事任期為期三年(由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王華燦
牧師聯絡(電話：2336 1696)，並請為執事選舉的安排懇切代禱!

候選人參選分享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詩篇 146:2，上主
的話常常鼓勵我還活時候不單止要去敬拜讚美主，更要學習服侍主、好
好為主而活﹗
特別在過去年半的時間我經歷了人生一場風浪，在過程中我經歷主很大
的恩典及醫治，我深深體會到在困難裡教會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對自
己的關心、守望及禱告，心裡感到很溫暖，是主讓我感到不孤單、也深
深感受到祂的愛，唯有祂是我人生的倚靠。經歷這段日子讓我明白能夠
有生命氣息服侍主，這都不是必然的事，因此，我學會更珍惜主所賜予
的機會去見證祂、服事祂。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現在休息過後，我很想回應上主的愛，盼
望再有機會可以在執事崗位去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求主按祂的心意
繼續帶領。

9-10 月教會方向: 靈修禱告
1. 參與每天的讀經，試預先讀約書亞記全卷書或培靈研經會經文。
2. 收看 9 月 19-20 日培靈研經會直播。
3. 出席本堂 9-10 月期間一次的網上雙周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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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隨時加入。
2020 年 9 月讀經進度：：撒上(1-31)、撒下(1-24)


崇拜唱頌歌詞
《從夜到早》
(粵詞:三吉，曲: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1.耶和華榮耀彰顯世間，獻上敬拜彷如在高天。
祢是神是聖父，我們是祢子女，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
2.這一生也當敬拜我主， 這一生全為榮耀恩主。
祢是神極偉大，祢同在祢統領，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
* 聖哉、聖哉、聖哉，昨日現在永遠榮耀，
頌讚、跪拜，愛戴盡屬救主。
聖哉、聖哉、聖哉，穹蒼屈膝俯拜，國度榮耀權柄都歸與祢。
Bridge 從夜到早，未歇獻禱，如若馨香升於至高；
從夜到早，未歇獻禱，無盡讚美不息宣告。
《活著為要敬拜祢》
(曲：游智婷，詞：鄭懋柔，版權：讚美之泉)

開我的眼睛，讓我看見祢，祢榮美彰顯吸引我心。
開我的耳朵，讓我聽見祢，每句話都讓我更愛祢。
*1 活著為要敬拜祢，活著為要全心來愛祢，
俯伏在祢榮耀中，祢的榮美無人能及。
活著為要敬拜祢，活著為要全心來愛祢，
永遠住在祢殿中，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愛祢。
*2 喔，我愛祢，喔，全心敬拜祢。
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亞，我愛祢。
喔，我愛祢，喔，全心敬拜祢。
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亞，我愛祢。我愛祢。

[回應歌]

《走出曠野》
(曲詞:DJS，編曲:鄭銘心，版權：建道神學院)

1. 烈日裡呼求，領我走出曠野，神導引，救贖已擺在面前，
但望向迦南，沿路多少凶險，誰應許這地美善也甘甜。
步伐再拖延，已褪色的意志，求突破，放下昨天軟弱時，
站在壓迫前，重拾你的恩典，離開抖顫，靠上帝同在擴展。
2. 邁步進迦南，以決心挑戰，神導引，約櫃已走在面前，
斷絕眾水流，停住約旦河，離開漂泊，願靠上帝掌舵，
靜默裡繞城，聽角聲呼應，憑著信，盼望再經歷傳奇，
奉上帝的名，前路快將開啟，齊聲呼喊，看吧城牆在塌毀！
Chorus 帶著信心，起來，跟隨，終會遇見！神話語，以信實來兌現。
晝夜要思念，遵行一切律法。前或退，腳步沒有偏差。
闊步壯膽，起來，剛強，不要懼怕！無論往，哪地亦能高攀。
看上帝旌旗飄揚，真理實踐，延續這使命，讓你差遣，
行出佳美路線。
Bridge 領略你心意，靠著你爭戰。
竭力委身，邁步踏出疆界，直到世界終結。
各地也響應，靠著你得勝。
仰賴救主，舉手放聲呼喊，迎向世界挑戰。


國度

□
□
宣教 □

□

□
社會 □

教會 □
□
□
□

每周代禱欄 (9 月 20 日至 9 月 26 日)



汶萊
汶萊舊稱婆羅乃，是一個位於婆羅洲北岸的東南亞國家。人口
約 43 萬人，汶萊國教為伊斯蘭教，蘇丹是汶萊伊斯蘭教的領袖。
伊斯蘭教徒佔人口的 70%，佛教佔 12%，基督教佔 9%。伊斯蘭教
正變得越來越保守，非穆斯林的生存空間也越發狹窄。禁止新
建或修復非穆斯林的敬拜場所，也不允許基督徒的公開活動，
向任何人傳教都是禁止的，違反者可判處監禁或巨額罰款。
禱告：
祈求汶萊基督徒堅穩站立，不會因為經濟獎勵的誘惑而改信伊
斯蘭教。也祈求主引導他們留在國內，在那裡建立祂的國度。
求神軟化蘇丹和伊斯蘭教領袖的心，善待基督徒。
禱告記念梁志韜牧師夫婦，求主帶領及賜他們智慧，學習怎樣
牧養和傳道。為學生新學年開學禱告，有些課程繼續網課，有
些要回校上課。求主保守學生們的健康，在新學年有好的學習
和敬拜生活。
為學生小航在首爾的學業和生活禱告，求主帶領他的未來，並
保守他在首都圈的生活有平安。亦為小怡的爸爸信主感謝神，
也感謝神帶領他們找到合適的教會。願他們一家堅定倚靠主，
在信仰裡努力追求。
為志韜和潔瑩未信主的家人禱告（志韜大哥一家；潔瑩母親、
姊姊一家及三弟一家），求主感動他們早日回轉。
疫情緩和，民生活動，學校等都相繼回復日常。求主一方面繼
續保守這城市，醫治仍在接受治療的人，另一方面也求主提醒
我們，趁可尋找祂時，要尋求主。
請為執事選舉禱告，求主帶領整個過程，在神的心意中完成。
記念執事選舉會透過郵寄選票方式進行，求主叫過程順暢。
為教會在這些日子，學習更成為祂在這時代的見證，傳揚祂的
救恩和應許。
記念 322 工程已進入最後階段，建築師將準備出標書給有興趣
的裝修公司，求主引導過程，能選出合適的公司安排有關之室
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