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0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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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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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華燦牧師
主席：沈偉明執事伉儷

司琴：高民惠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但以理書 5 章．．． 王華燦牧師
講道．．．．．面對危機．．．．．．．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 王華燦牧師

講題．．．．．在人面前的一台戲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約拿書一章
主席．．．．．．．．陳懷恩姊妹
敬拜隊．．．．．．．．The Bridge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2020 年 10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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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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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恢復實體崇拜和聚會：因應政府限聚令放寬社交距離及宗教活動有
條件恢復，本堂在 10 月 11 日(主日)起恢復實體主日 4 堂崇拜，有
關恢復崇拜及各聚會將有下列安排：
崇拜聚會
主日 4 堂崇拜

恢復日期

聚會時間

10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9:00，10:45，
12:30，下午 3:00

青年崇拜

10 月 10 日（星期六） 下午 4:00

兒童牧區

10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10:45

(小童及幼童)
中學生逆風帶

10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10:45，請 10:25
停車場內集合。

周三晚堂崇拜

10 月 14 日（星期三） 晚上 8:00

長者崇拜

10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2:00

白田崇拜

10 月 18 日（星期日） 早上 10:00

其他安排
1. 三樓兒童照顧仍暫停，家長可以在三樓外室兩個房間自行照顧，
期間不設玩具擺放。
2. 基教課程安排仍透過 ZOOM 網上進行。
3. 小組聚會恢復借用場地，請按照政府防疫指引措施進行。
二、 恢復崇拜各項防疫措施：
1. 若有會眾發覺確診/懷疑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請盡早通知教會。
本堂亦會即時透過教會網頁及各牧區小組等通知會眾。
2. 基本防疫：凡出席者均需在出入口位置量體溫、進場前用消毒液搓手
並必須全程戴上口罩。
3. 限制人流：我們將對聚會人數作出限制，包括崇拜地方不能超過一半
可容納人數，同時亦開放地下、三樓作直播用，另請依照座位安排保
持間隔就座。

4. 鼓勵參與較少會眾的崇拜：若然聚會人數已達限制人數，會眾將會被
邀請參與其他時段之崇拜。目前早堂 10:45 時段相信會是最多人流，
會眾可考慮出席清晨堂 9:00、中午堂 12:30 或下午堂 3 時之崇
拜。
5. 簡短崇拜：崇拜時間約一小時內完結。台上安排主席、講員及司琴，
另按需要有敬拜隊，過程中均會戴上口罩。
6. 自取晨星：晨星將放在一樓梯間及各層門口，會眾可用 QR CODE 上
教會網頁閱讀。
7. 聖餐安排：若然有聖餐安排，將會放置在出入口處。請會眾自取密封
的杯餅，以備聖餐進行時用。
8. 不會傳奉獻袋：請自行放奉獻入奉獻箱或用銀行轉賬方式（請參閱教
會網頁 www.kllc.org.hk）。
9. 減少傳染機會：會眾不宜有緊密的接觸(如握手...)，及需保持一定
距離。此外，此段防疫期間本堂暫停飲水機使用，不能在教堂內聚餐
或進食，如有特別需要請與辦公室聯絡。
三、 網上直播崇拜(改至早上 10:45 開始)
1. 本堂會繼續提供網上直播主日早堂(10:45)崇拜，讓不同原因未能回
到教會的會眾都可以參與。
2. 早堂網上直播崇拜時間由星期日早上 11 時改為早上 10:45 開始，請
按時到教會網頁按連結參加。
（註：因應疫情多變數，以上措施隨時修訂，並按實況修訂本堂聚會開
放時間）


報告
1. 有關執事選舉會資料及附上之候選人之選票已寄出，如會友未收到請
致電 23361696 辦公室通知幹事同工，另煩請在回郵信封中填上本堂
地址「九龍城嘉林邊道一號九龍靈糧堂」並將選票寄回。
2. 本堂將會在 10 月 18 日(星期日)下午 4 時截票後才數點票數，請會眾
盡早交回選票，如有困難請致電辦公室查詢。
3. 基教課程已可以在教會網頁上直接報名，請到教會網頁基教課程查閱，
如有困難，請致電本堂同工查詢。

晨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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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會(實體並同步網上 ZOOM)
(是次家事分享會將會實體並同步網上 ZOOM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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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9 月 21 日起已郵寄選票給各會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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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本堂
我們鼓勵信徒繼續選用以下方式奉獻本堂
1. 銀行入數或寄支票本堂
信徒如欲奉獻本堂，可直接入數本堂恒生銀行戶口: 285-1-113759，支票
抬頭寫上「九龍靈糧堂有限公司」（英文: 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td.）。請保留銀行入數紙寄回本堂，或直接交回本堂入奉獻封奉獻。
本堂地址：九龍城嘉林邊道 1 號
2. 網上銀行轉賬
英文名稱：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imited
恒生銀行：銀行號碼: 024；戶口號碼: 285-1-113759
3. 轉賬或入數
簡便方法：WhatsApp 收據到教會
無論用以上 1.銀行入數 或 2.網上銀行轉賬，請立即上傳銀行入數收據，
或網上轉賬影像，或截圖，並要 WhatsApp 52633834 影像至本堂，請
寫上奉獻者姓名，奉獻項目（十一/感恩/差傳信心/拓建/其他……）等。
註：本堂將 7 天內以 WhatsApp 回覆。如沒有奉獻者資料，本堂以隱名
記錄在本堂經常費/感恩奉獻項目。另除十一奉獻不會刊登資料，其
他奉獻皆會在晨星刊登名字，除非註明隱名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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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史家強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0 月 10 日(六)早上 11:00 在靈實協會
禮拜堂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史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
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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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要開飯收入
「疫要開飯」捐獻行動由 17/8 至 30/9 收得奉獻現金 2,200 元，支票 4,800
元及轉數快 72,291 元，合共 79,291 元。另，收到超市禮券總值 3,240
元，其他快餐券總值 3,570 元，西餅券 60 張及月餅券 12 張。請有感動
關懷貧困人士的信徒，繼續支持捐贈，所得奉獻及禮券將用作關懷基層
家庭及支援有需要的貧困家庭。截止日期：31/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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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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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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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面對危機
經文：但以理書 5 章
一.面對危機 5: 1-4

二.危機中要尋求屬神的人 5: 5-12

三.危機要從信仰與歴史教訓中醒覺 5: 13-23

四.危機中上帝的提醒 5: 24-31

分享問題：
1. 伯沙撒王面對危機的方式對你有何提示？他如何面對危機？
2. 太后引介但以理的原因是什麼？她如何描述但以理？
3. 但以理如何從歷史及神學方面教訓伯沙撒王？
4. 牆上的文字意思是什麼？這對伯沙撒王有何重要提醒？
5. 比較尼布革尼撒王與伯沙撒王，二者有什麼分別？這對你有何意義？

崇拜唱頌歌詞
《神坐著為王》
(曲/詞:西伯，版權:共享詩歌)

神啊我要一心稱謝祢，神啊我要高舉祢聖名。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至高的主啊，祢榮耀使我心歌頌祢。
驅黑暗留住美，藉著神重拾愛；齊心禱告以真誠，藉主誇勝！
要頌揚神是愛，要頌揚神是美，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 就算翻起千般駭浪，主必會為我掌舵，每日隨時乘風破浪，
樂道主的凱歌！要頌揚神是愛，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每一天我需要祢》
((曲/詞：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讓我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座前，用心靈誠實尋求祢。
親愛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祢，需要更多祢的同在，在我生命。
Pre-Chorus 每一天，我需要祢，祢話語如甘霖。
每時刻，我需要祢聖靈如雨降臨。
Chorus 這是我的禱告，願我生命單單歸榮耀給祢，耶穌。
Coda
[回應歌]

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愛祢，永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尋求祢的面》
(曲、詞：吳志揚 Simon，版權：復興團契)

神啊！求祢按祢的慈愛引導，按祢豐盛的憐憫塗抹過犯，
求祢將我們罪孽洗除淨盡，潔除我的罪。
我們犯了罪，惟獨得罪了祢，因此審判我時候顯為公義，
判斷我們的時候顯為正直，求主赦免。
* 祢所喜愛的﹙是內心的誠實﹚，
祢在隱密之處﹙必使我得智慧﹚，
我們謙卑禱告，尋求祢的面。
願轉離我惡行﹙求祢從天垂聽﹚，
赦免我們的罪﹙醫治我們的地﹚，
我們謙卑禱告，尋求祢的面。


國度

□

□
宣教 □

□
□
社會 □

教會 □
□
□

□
□

每周代禱欄 (10 月 4 日至 10 月 10 日)



北非
北非即非洲大陸北部地區，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區，包括埃
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語言基本為阿
拉伯語，並分為埃及阿拉伯語、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語、蘇丹阿
拉伯語、突尼西亞阿拉伯語等。宗教多信仰伊斯蘭教。其他少
數族裔則有信仰基督教及原始信仰等。
禱告：
為福音未及穆斯林群族禱告尋求神，讓他們親嘗神的慈恩厚愛，
求主打開福恩之門，讓他們知道耶穌基督是獨一真神，並願意
接受祂為救主。
記念歸主者的栽培及門訓工作，使他們靈命得以堅立，能靠主
面對逼迫，活出愛的見證。
禱告記念彼得&佑寧宣教士伉儷，求主使用他們成為遠方 M 民家
庭、朋友及附近鄰舍的祝福，在瘟疫中活出祂憐恤的大愛，彰
顯祂的大能。
求主保守在港的工人姐姐專心依靠造物主，行在光中，接受救
恩，把福音帶回鄉禱告。
也求神保護中部歸主者群體，在瘟疫中他們更加投靠神，繼續
成為家族、鄰里中之「鹽和光」。
因著疫情及政治因素的影響，面對社會不安情緒的市民日增，
求主憐憫醫治人心，讓不安的心靈能早日認識主耶穌，明白惟
有住在基督裡才有真平安。
疫情漸見舒緩，求主帶領教會可以恢復實體崇拜，信徒能夠重
投常態教會生活，親近上主，彼此重建美好相交的時刻。
學生已陸續重返校園生活，求上帝讓師生都能夠在教與學上彼
此協調，進入轉變的新模式學習。
求上帝在首次以郵遞方式進行執事選舉中掌權，能順利選出
2021 年新一任的執事，與教牧同工同心建立教會，牧養信徒迎
向時代的挑戰。
記念白田的探訪事工，能帶給信徒安慰及鼓勵，並堅固他們對
主的信靠。
記念 322 工程進入最後階段，當中需要消防署、水務署等審批，
並獲得屋宇署正式批出入伙紙等。求主引導過程，能順利完成
各項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