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27 日
主日崇拜(直播)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直播)～～～～～～ 上午十一時正

2020 年 9 月 26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下午二時正
崇拜暫停

青年崇拜(直播) ～ 下午四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莊燕玲姊妹

司琴：何芷琦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箴言 26：11-16．． 祝宗麒牧師
講道．箴言選讀:知足，懶惰，上進，貪婪．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祝福．．．．．．．．．．．．． 祝宗麒牧師

講題． 為主的緣故 做個順服男女
講員．．．．．．．．．林晶傳道
經文．．．．．．彼得前書三 1-7
主席．．．．．．．．梁卓男弟兄
敬拜隊．．．．．．．．Emmanuel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2020 年 9 月 27 日主日崇拜

崇拜暫停

白田福音中心～～ 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2020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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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及 2 日(星期四至五)為公眾假期，這兩天本堂暫停辦公。
2. 原定 10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將舉行家事分享會，因限聚令之故，
現改為 12:15 在教會網上 ZOOM 舉行，請大家預留時間到教會網頁家
事分享會中連結，參加者必均需開啟視像進行。


家事分享會(教會網上 ZOOM)
日期: 10 月 11 日(星期日)
時間: 中午 12: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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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參加者需本堂會友、或經常出席本堂聚會、並必須開啟視像才獲准
進入視像會議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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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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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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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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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六)下午 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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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日) 下午 2：00-4:30
有意者請聯絡辦公室 23361696 登記或聯絡周傳道及梁傳道
註：歡迎繼續參與「疫要開飯」物資捐獻行動，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最
新消息」。

2020 年基教部冬季(10-12 月)
網上課程簡介
基於受疫情影響，基教部的冬季(十月至十二月)課程將改以 Zoom 網上
平台式方式進行，希望藉此可以繼續裝備及牧養信徒生命，面向世界。
參加條件：
1.必須有開啟 Zoom 網上平台軟件及良好視像與麥克風功能之電腦或電
話上課；
2.必須對 Zoom 網上平台有基本認識；
3.參加者上課時必須開啟 Zoom 視訊及音訊功能，方便互動。
註：1.若報名後未收到電郵確認接納報名的回覆，請聯絡周傳道
註：2.上課 zoom 的會議 ID 及密碼將於上課當日以 Whatsapp 形式送出
～～～～～～～～～～～～～～～～～～～～～～～～～～～～～～～

<士師記>查經 (一)
士師記是以色列歷史上一個每況愈下的世代，外有異族不住的侵擾，內
有支派間的不和，上帝在這個低處未見低的處境，是如何施行拯救的？
作為大時代的小人物，應當如何配合上帝的作為？希望用查經的方式，
我們一起探索第 1-12 章上主的心意！
日期：2020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10 日(共六堂)
時間：逢星期四 晚上 8:30-9:30
導師：曹錦能傳道
截止：1/11/2020(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dt7Arvcae8RGuKHp9 或聯絡周傳道
～～～～～～～～～～～～～～～～～～～～～～～～～～～～～～～

<歷代志下>研讀 (第二回)
歷代志是經常被人遺忘的一卷書。作者描繪人生的高低、生命的黑暗面、
敬拜者的真正意義，很值得我們仔細研讀。本課程將會重溫<歷代志>寫
作背景及結構，並集中研讀<歷代志下>第 21 章及 22 章。
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5 日(共四堂)
時間：逢星期六 下午 3:00 -4:00
導師：岑詠君傳道
截止：8/11/2020(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ZoN5NERuzEDhg2u7A 或聯絡周傳道

疫境同行
新冠病毒爆發至今持續超過半年，面對疫情肆虐，我們鼓勵信徒將此期
間一些個人的見証、故事、經歷、感恩等投稿至「疫境同行」
。見証分享
將會放上教會網頁，讓彼此分享能成為眾信徒的激勵。若已投稿的，相
信上帝已使用造就信徒的生命；尚未投稿的，也鼓勵大家投稿分享經歷
上帝的恩典。
信徒可將分享電郵教會：chau@kllc.org.hk 或 WhatsApp 與本堂同工(只
收電子版，不收實體文字)。分享字數在 100-1000 字內，亦可選用不記
名方式，本堂將按內容的適切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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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讀經進度：列王記上(1-22)、列王記下(1-25)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箴言選讀：知足，懶惰，上進，貪婪
經文：箴言 26：11-16
一.箴言對懶惰，知足的提醒

二.箴言對勤奮的肯定

三.箴言對貪婪的警告

四.神期望祂的子民，應在何事上知足，何事上不要滿足？

分享問題：
1. 你認為自己是勤奮的人，還是懶惰？為什麼？
2. 在什麼時候或做什麼事情，你不會感到疲倦？又有什麼事情你就是想
逃避不做？背後有什麼原因？
3. 今天所讀的箴言，對你有何提醒？
4. 作為跟隨神的，我們應該在什麼地方要學知足，但在屬靈的成長成熟，
又應該不滿足？
5. 求神幫助我們，看到自己的本相，在應該知足的地方感恩交托，又願
意在應該努力學習的地方，不要懶惰。

崇拜唱頌歌詞
《向至高者讚美》
（曲：Mary Kirkbride & Mary Lou Locke，詞：凌東成，版權:亞洲歸主協會香港分會）

「同心，皆向至高者讚美，頌讚主聖潔、誠實、無偽、正直。」x2
*耶穌是生命道路，最美善又完全，作世上磐石。
耶穌是生命道路，最美善又完全，主恩光照萬世。
《惟有主愛充滿在我心》
(作者:高享源，譯者:張漢業，版權:以斯拉詩歌專輯)

惟有主愛充滿在我心，我的心靈喜樂讚美主，
在此盼望之地，充滿喜樂之地，向主獻上我的愛。
惟獨主的同在充滿我，我的心靈讚美主聖名，
在此盼望之地，榮耀聖潔之地，向主獻上我的敬拜。
主賜我一切豐盛恩惠，我心難以述說，
我心靈喜樂的跟隨主腳蹤，向主獻上我的一生。
[回應歌]

《主喜悅的事》
(曲、詞：列錦基，版權：音樂 2000 有限公司)

唯有你是蒙揀選，是君尊的祭司，
願你今天，立起心志，作主喜悅的事，
唯有你是蒙揀選，是君尊的祭司，是天上父親的恩賜。
* 願你更殷勤，有了信心又有德行，做個屬靈人遵守神教訓，
願你得恩主分派結更多果子，沒有律法可禁止，
傳遞信望愛合宜，全力向標竿衝刺，
願你得恩主拖帶按救主心意，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令這揀選堅定不移，彰顯神旨意。


國度

□
□

宣教 □

□

□

社會 □

□
教會 □

□
□

每周代禱欄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
朝鮮是一個位於東亞朝鮮半島北半部的社會主義國家，人口約
2,500 萬人，朝鮮是全球唯一一個還實行集體農業並以此為主的
國家。佛教和儒學在朝鮮半島的歷史悠久，兩者因而成為了朝
鮮的文化的一部份。
禱告：
求神軟化朝鮮領導人，願和平之子作工，讓朝、韓之間的局勢
平靜下來，使朝鮮半島更和平。
朝鮮通常在 9 月和 10 月收割農作物，經常在學校徵召學童（甚
至教師和教授）支援。願收割過程順利，求主為朝鮮人提供肉
體和靈魂所需的食糧。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為 6
位青年組長分別帶領小組的關顧和牧養工作禱告。求主賜他們
靈力和愛心。
為中文組逢星期四晚的網上查經聚會禱告，目前組內有 16 人參
加，內中多有未信者。他們很投入討論，並會後表達有餘興未
盡。請為這小組禱告，讓神的道落在好土裡！
為食物銀行的服事禱告。食物銀行進入第二輪為期三個月的分
享行動，需求的人不斷增加，今達 71 人。多人表達在疫情中重
拾盼望。為到更多教會青年自動參與預備派發食物感恩，願教
會成為一個懂得分享的教會！
疫情下很多人都被迫停工或失業，使他們面對生活及經濟的壓
力，求主賜智慧給政府官員制定及推出各項措施能適切市民的
需要；又求主憐憫看顧那些被迫停工或失業的人，在困難中有
人主動關心和幫助他們。
全港中、小學、幼稚園恢復面授課堂，求主賜同學們有健康的
身體，保護他們在密集的人群中不受新冠病毒感染。
感謝主感動信徒願意奉獻金錢支持「疫要開飯」基層生活支援
計劃，求主繼續感動信徒參與十月下旬舉行的社區服侍，接觸
街坊，讓有需要的人士得著幫助及認識主。
當教會實體聚會仍未能恢復時，求主幫助信徒能繼續堅持參與
網上崇拜，保持敬拜主、與主連結的生活。
記念白田信徒已多月停了聚會，求主堅固他們對主的信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