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0 月 18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余劍雲牧師
主席：莊燕玲姊妹

司琴：楊斯妮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路四 31-44．．． 余劍雲牧師
講道．．．．．耶穌的能力．．．．．．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主禱文．．．． 余劍雲牧師

2020 年 10 月 17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 結滿仁義的果子
講員．．．．．．．．簡民基牧師
經文．．． 腓立比書 2 章 7-11 節
主席．．陳麗萍姊妹、謝秀琼姊妹
司琴．．．．．．． 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不義的管家與法利賽人
講員．．．．．．．．李懷蓉傳道
經文．．．．．．．．．路 16:1-18
主席．．．．．．．．盧銀鳴姊妹
敬拜隊．．．．．．．．The Flock
聖餐．．．．．．．．祝宗麒牧師

2020 年 10 月 18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得力秘笈
講員．．．．．．．．梁桂霞傳道
經文．．．．．．．路加福音 4:31-44
主席．．．．．．．．徐慧儀姊妹
司琴．．．．．．．．廖曉恩姊妹

2020 年 10 月 21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晚上八時正
講題．．．．．．．．耶穌的能力
講員．．．．．．．．余劍雲牧師
經文．．．．．．．．．路四 31-44
主席．．．．．．．．王華燦牧師
司琴．．．．．．．．鄭潔心姊妹

早堂崇拜(直播)～～～～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余劍雲牧師
主席：霍志浩弟兄

司琴：鄧玉玲姊妹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路四 31-44．．． 余劍雲牧師
講道．．．．．耶穌的能力．．．．．．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主禱文．．．． 余劍雲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余劍雲牧師
主席：霍志浩弟兄

司琴：鄧玉玲姊妹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路四 31-44．．． 余劍雲牧師
講道．．．．．耶穌的能力．．．．．．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主禱文．．．． 余劍雲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余劍雲牧師
主席：李展庭弟兄

司琴：張秀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路四 31-44．．． 余劍雲牧師
講道．．．．．耶穌的能力．．．．．．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主禱文．．．． 余劍雲牧師

家事報告
1. 2020 年度事奉人員的禮物「2021 年記事本」已備妥，請本年度事奉
人員到地上辦公室登記並索取。
2. 今主日(10 月 18 日)下午 4 時執事選舉選票截票後將開始數點票數，
請會眾盡早今日 4 時前交回選票，逾時作廢票，另亦邀請兩位會友協
助監票，如協助請與王牧師聯絡。
3. 基教課程除可在地下基教部壁報板索取單張報名，亦可以在教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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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應疫情不穩定，教會聚會及崇拜有可能隨時更改或暫停，請會眾留
意教會網頁。
5. 若當中有會眾需要協助如何使用智能電話連結到本堂網頁，請與本堂
同工聯絡協助。
6. 為遵守防疫措施，凡進入本堂者均需量體溫、用搓手消毒液搓手、並
必需全程戴上口罩，另請主日兩堂崇拜中間按照司事或同工指引，禮
堂椅子需消毒後才可進入，早到者請在停車場稍候。


小組事宜
1. 請各小組/部門務必向辦公室幹事重新登記每月借用本堂地方，否則
該地方有可能被其他組別借用。
2. 小組如已借用本堂地方，若有改變請盡早通知本堂辦公室幹事，若該
地方逾時 10 分鐘未有組別使用，其他組別則無須登記並即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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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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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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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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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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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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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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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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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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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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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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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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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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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聖經(每天讀 2 章)
10 月份: 列王記上(1-22)、列王記下(1-25)，每天兩章。
歡迎隨時中途加入，所需時間照讀經進度表順延，讀經進度表可在一樓
梯間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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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日期

<士師記>查經(一)
截止：1/11/2020

時間

導師

5/11 至 10/12(四)

晚 8:30-9:30

曹錦能傳道

14/11 至 5/12(六)

午 3:00-4:00

岑詠君傳道

<歷代志下>研讀
(第二回)
截止：8/11/2020
註：1. 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手續，請參考教會網頁
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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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課 Zoom 的會議 ID 及密碼將於上課當日以 Whatsapp 形式送出


同工動態

林晶傳道今主日(18/10)外出到路得會聖十架堂講道。

九龍靈糧堂．中國神學研究院 合辦
生命之道 課程 (本堂舉行)
九龍靈糧堂與中國神學研究院合作在本堂舉辦生命之道讀經課程。生命之
道乃一讀經運動，旨在鼓勵信徒渴慕神的話語，一起研讀聖經，而致更真
確地認識神，更緊密與主同行。
對象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願意委身研讀神的話，並承諾穩定出席查經聚會。
課程特色
 每年開課三季，每季查考一卷聖經書卷，每週一堂，共八堂，每堂約兩
小時。
 每堂包括：敬拜、小組查經和經文講解部分。
 參加者 5 人為一小組。每堂派發作業，包括：觀察、解釋及分享類別問
題。每次分組時所有組員分享所做的作業。
 課程不設固定收費，自由奉獻。
今季課程
 書卷：啟示錄
 日期：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3 月 4 日(星期四，共 8 堂)(2 月 11 日停課)
 時間：下午 7:45-9:35
報名
 所有報名須經網上報名，開始報名日期為 11 月 3 日上午 9 時（如需協
助可找組員代勞，或與本堂辦公室幹事查詢）。
 截止報名日期：2020 月 11 月 17 日(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請瀏覽「中神」生命之道網址(進入中央管理系統報名)
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list_all
 作為合辦教會，於本堂恆常聚會的信徒報名將獲優先取錄，請於網上報
名時在所屬教會一欄注明「九龍靈糧堂」。
 參加者 5 人為一小組，其中一人為組長。鼓勵參加者自行組成一組，並
指定其中一人作組長，網上報名時只要注明另一位同組組員的名字，系
統將可作出辨識。不指定其他組員/組長者由大會編配入組，不得異議。
 成功報讀者將於開課前兩星期收到個別通知。
 查詢電郵：biblestudy@cgst.edu
 查詢電話：2794 2375 (中神)
會友如有查詢，可聯絡王華燦牧師或曹錦能傳道。

講道大綱
講題：耶穌的能力
經文：路四 31-44
大綱：
一. 分段 路加福音第四章
1. 耶穌受試探（v.1-15）
2. 耶穌在拿撒勒傳道（v.16-24）
3. 耶穌被攆出城（v.25-30）
4. 耶穌在迦百農趕逐污鬼（v.31-37）
5. 耶穌醫治西門的岳母（v.38-39）
6. 耶穌在加利利各城傳道（v.40-44）
二. 試探與拒絕中彰顯能力（v.13,30）
1. 試探
2. 拒絕
三. 教訓與醫治中彰顯能力（v.37,39）
1. 禁聲，趕鬼 — Unclean Spirit
2. 斥責熱病 — Clean Spirit
3. 創世 — 分開與充滿（六日創造）
四. 珍惜與放下中彰顯能力（v.42,43）
1. 退出曠野/留住
2. 離開/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
分享問題：（請組員多聆聽，少批評，少給予意見）
1. 試與組員分享最近一次灰心失望的經歷，心情！
2. 試分享那種情境，耶穌彰顯能力最觸動你！
3. 若你遇見相同情境，你會如何面對？試與組員分享！

余劍雲牧師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

每周代禱欄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4 日)



南印度
喀拉拉邦是印度西南部的一個邦，瀕臨阿拉伯海，全邦面積為 3.8
萬多平方公里，人口約 3,200 多萬。首府為特里凡得琅，官方語言
為馬拉雅拉姆語。喀拉拉邦文化發達，是個藝術聖地，也是惟一完
好地保存著梵文、古代印度醫學、天文學、喻伽經等古代經典的地
方。 主要宗教是 58%印度教徒，21%穆斯林教徒，21%基督教徒。
禱告：
求神復興在南印度基督的教會，又令印度教徒的心轉向這位萬
王之王。
現今印度教主義升溫的逼迫，能使印度的基督徒更為堅定，使
他們成為真正神的器皿，預備好要來行神的旨意。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為開
始實體崇拜禱告，需要大清洗教會，消毒場地及預備崇拜事宜，
求主賜下智慧。
記念早前隔鄰的大學城一座學生宿舍發生大火，為 70 位經歷火
災，燒毀住所的學生禱告，求主憐憫他們，火災中他們隻身而
逃，失去所有，學校安置他們住在溫習室，沒煮飯地方，沒洗
澡地方。牧師、師母會在市上買齊所需物品，派發衣物和文具，
讓他們可以上課。
教會的房東不滿他們大興土木，反對他們在花園蓋建的活動
室，要他們停工，並透露要加租。請為他們禱告，求主扭轉業
主的心意，可柔和商討。
在持續的疫情下，餐飲業可說是最受影響的行業之一。據政府
統計，全港約有廿多萬人從事餐飲業，現時大部分從業員都要
面對開工不足或失業的情況。另一方面，經營者也要面對很多
困難和巨大的壓力，難以支撐下去。因此，求主感動各企業及
業主，願意減免租金，使商戶能夠有能力繼續營運，員工有工
開；大家彼此扶持，共度時艱，重建互助的精神。我們更加為
從事該行業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帶領和保守，使他們在忠誠
和殷勤的工作上榮耀主的名。
兩岸局勢、中印邊境持續處於緊張狀態，加上美國總統大選在
即，選舉結果誓必影響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孰好孰壞，香港
也不能置身事外。祈求掌管萬國的主在人的國中掌權，並且施
恩垂顧，叫人在動盪不安中看見祂為王，明白人的指望都在乎
祂。當主作王時，世界就堅定，不被動搖。
為參與「校園服侍計劃」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加力給他們，
賜下各樣的智慧及謀略，讓他們能以愛與少年人同行，並以知
識和智慧牧養他們、引領他們認識主耶穌。
記念今主日下午有信徒參與關懷貧窮事工的「疫要開飯」活動，
求主引導過程，叫人得著幫助。
記念 322 的渠務事宜，因發現 322 外面有渠道阻塞而需要處理，
求主賜下智慧並叫事情得以解決。

清晨堂唱頌歌詞
《頌讚哈利路亞》(曲:Jack Hayford，譯:凌東成，版權: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心中歌唱，榮耀頌讚主名，雙手拍和，從來主不變遷，
此刻充滿，求上主居心內，開口讚頌，讓靈歌輕飄送。
* 頌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崇拜感恩歸我主。
* 頌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崇拜感恩永屬祢。
《祢讓我生命改變》(曲:陳芳榮，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1. 祢恩典豐富極深厚，每天保守，
每一刻供應是足夠，夜深和白晝。
頌讚祢，讓我生命改變，每刻在引牽。頌讚祢，
萬世千載不變，身心皆奉獻。
2. 祢施恩普世像天雨，傾福於世間，
細心的把我在看顧，關心無間。
憐憫我，讓我生命改變，愛心日倍添。願靠祢，
面對新的挑戰，身心皆奉獻。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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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感恩》(詞:凌東成，版權:風靈草製作室)
讓我感恩，日夕是祢施恩眷顧，祢對我的深恩厚愛，教我心穩固。
讓我感恩，遇患難祢親手扶持，賜我信心引領前程，我更渴想祢。
* 祈求能一生與祢接近，讓我忠心順服父神，
我渴想主愛，今我事奉永跟隨。
祈求能一生與祢接近，榮耀永歸於主聖名，
讓我將身心交托在父祢手裡。

下午堂唱頌歌詞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版權:以琳書房)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萬民都要來讚美主，
敬拜耶和華唱詩來向祂歡呼，讚美耶和華萬民都快樂歡呼。
* 敬拜讚美耶和華，凡有氣息都要讚美祂，
敬拜耶和華，讚美耶和華，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祂，
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祂。
《願祢國度降臨》(版權:不詳)
永久不變萬千世代，仍然無更改，神國度到永久；
遠超過在這世上，無論何權柄，神寶座在至高處，
縱使黑暗遮蔽祢面，但祢寶座終不改變，榮耀定再彰顯於世界。
* 願祢國度降臨！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直到永久；
願祢國度降臨！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直到永永遠遠。

四堂回應歌
《呼喊》(曲/詞:劉頌賢 Alex，何頌怡 Joni；版權:Milk&Honey

Worship)

哭泣聲中找對錯，喧嘩聲中找答案，你說你是，
漆黑中孤單破碎，即使找不到曙光，你已應許。
是你以恩光指引路途，困惑裡恩手擁我入懷，
巨浪狂湧中主你是王，縱被困今得釋放。
Chorus 死蔭幽谷，我不怕遭害，絕處困境，神定領我跨過，
你杆你杖，都安慰我，流淚軟弱裡，你與我同在。
孤單困倦，我心更堅定，仇敵前面，筵席你已擺設，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
憑著信定會見證你應許，這是我的呼喊。
Bridge 這是我的呼喊，軟弱裡的呼喊，
流淚定必歡呼，你叫撒種得收割，
這是我的禱告，帶著信心宣告，
流淚定必歡呼，你叫被擄得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