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1 月 8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主席：霍志浩弟兄

司琴：翁文慧姊妹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約 5:1-17．．．． 曹錦能傳道
講道．．．世事真的被你看透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余劍雲牧師

2020 年 11 月 7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既不夠 還委什麼？
講員．．．．．．．．．林晶傳道
經文．．．．．．約翰福音 6:5-9
主席．．劉崇達弟兄、楊美絹姊妹
司琴．．．．．．．．楊斯妮姊妹
聖餐．．．．．．．．簡民基牧師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得力秘笈
講員．．．．．．．．梁桂霞傳道
經文．．．．．．路加福音 4:31-44
主席．．．．．．．．李熬霜姊妹
敬拜隊．．．．．．．The Bridge
聖餐．．．．．．．．祝宗麒牧師

2020 年 11 月 8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在俗世中跟從主
講員．．．．．．．．王華燦牧師
經文．．．．．．但以理書 1:1-21
主席．．．．．．．．岑詠君傳道
司琴．．．．．．．．鄭潔心姊妹
聖餐．．．．．．．．王華燦牧師

2020 年 11 月 11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晚上八時正
講題．．．世事真的被你看透了？
講員．．．．．．．．曹錦能傳道
經文．．．．．．．．．約 5:1-17
主席．．．．．．．．劉崇達弟兄
司琴．．．．．．．．王惠明姊妹

早堂崇拜(直播)～～～～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曹錦能傳道
主席：莊燕玲姊妹

司琴：李蔚麗姊妹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余劍雲牧師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約 5:1-17．．．． 余劍雲牧師
講道．．．世事真的被你看透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余劍雲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曹錦能傳道
主席：莊燕玲姊妹

司琴：李蔚麗姊妹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約 5:1-17．．．． 曹錦能傳道
講道．．．世事真的被你看透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朱莉傳道
主席：楊家泳姊妹

司琴：李子安弟兄
敬拜隊：利未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李懷蓉傳道
讀經．．．．．徒十二 1-5．．． 李懷蓉傳道
講道．．．．當世界不似預期．．．．．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余劍雲牧師

家事報告
1. 11 月 22 日中午 12:30 舉行會友大會，如有兒童需照顧，請安心讓兒
童繼續留在兒童牧區，將有導師繼續照顧。
2. 2019 年財政報告、2021 年財政預算及教會聖工已刊登在「九龍靈糧
堂 2021 年聖工預覽」
，請弟兄姊妹自行在一樓雜誌架或一樓梯間取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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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1 月起恢復聖餐，信徒進入禮堂前請預先取密封的聖餐杯餅，待聖餐
程序開始時按主禮同工引領用聖餐。
5. 凡泊車本堂停車場的會眾，請務必留手機號碼放車窗前，以便緊急聯
絡用。


本年度水禮
凡原本在本年 4 月 4 日接受水禮者，因疫情緣故已延後至本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舉行。參加是次水禮者可選擇灑水禮或浸禮儀式，亦可考慮
改為參加明年復活節之水禮(2021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如有改變，
請與本堂同工聯絡。
日期: 12 月 26 日(星期六)
地點: 本堂一樓
時間: 下午 2:00-4:00


嬰兒暨兒童奉獻禮
「嬰兒暨兒童奉獻禮」乃將兒女奉獻給神，公開見證和感謝神之恩典，
亦表達我們會盡上基督徒父母之職份，帶領兒女認識神。
奉獻禮將於 12 月 20 日(第三主日)之早堂崇拜(10:45)中舉行，參加資格
為 6 歲或以下之本堂會友(父親或母親)子女，當日父或母必須親自出席
奉獻禮。
請散會後到地下辦公室向教會幹事索取報名表，填妥後連同與父母合照
之照片二張交予地下辦公室或用信封封好放進教會幹事信箱。
截止日期：12 月 6 日(主日)

網上雙周祈禱會(ZOOM)
11 月份教會的雙周祈禱會仍會選用網上 ZOOM 進行，歡迎信徒到教會網頁
連結。(必需開啟視像鏡頭)
日期: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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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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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活水》訂閱
為鼓勵信徒經常靈修，歡迎訂閱《每日活水》作靈修輔助。信徒可到辦
公室陳幹事訂閱，全年十二期，共$511。截止訂購日期為 11 月 15 日(主日)。


疫要開飯收入
「疫要開飯」收集捐獻行動已於十月卅一日結束，多謝主內肢體同心關
注基層家庭的需要。由 17/8 至 31/10 收得奉獻現金 10,750 元，支票 15,000
元及轉數快 80,091 元，合共 105,841 元。另，收到超市禮券總值 4,440
元，其他快餐券總值 3,570 元，西餅券 74 張及月餅券 12 張。
「疫要開飯」的同工已陸續將收集所得的奉獻及禮券，捐贈予基層工人
及支援有需要的貧困家庭。


日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2：30 - 1：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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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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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教部課程推介
課程
歷代志下
網上研讀(第二回)
「生命之道」
：
傳道書

日期

時間

導師

14/11-5/12(六)

午 3:00-4:00

岑詠君傳道

14/1-11/3(四)
(11/2 停課)

晚 7:45-9:35

中神講師
（錄像）



安息禮拜公告
毛慰華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1 月 10 日(二)早上 10:30 在聖安德烈
堂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毛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向其家
人作出慰問。

各位親愛的九龍靈糧堂會友：

九龍靈糧堂２０２０年會友大會
茲通告九龍靈糧堂將於 2020 年 11 月 22 日(星期日) 下午十二時卅分早堂崇拜後
在九龍城嘉林邊道一號九龍靈糧堂一樓大堂舉行 2020 年度會友大會，是次會友
大會議程如下：

議 程
提案（一） 通過經陳澤仲會計師事務所審核九龍靈糧堂 2019 年度財政報告。
提案（二） 匯報九龍靈糧堂 2021 年事工企劃，匯報太子道西 322 號之發展，動
議通過九龍靈糧堂 2021 年財政預算案。（請參閱「九龍靈糧堂 2021
年聖工預覽」）
提案（三） 動議確認 2020 年 10 月 18 日的任期制執事選舉結果。羅慧儀姊妹當
選為任期制執事，任期由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受疫情影響，投票以郵寄方式進行）
提案（四） 動議通過 2021 年常務長執會終身執事名單：
成員：陳振華、林義安、黃錦榮、陸美紅、張林珍、朱妙清、沈偉明
〔楊玉華執事列席常務長執會並擔任秘書崗位〕
提案（五） 動議通過 2021 年九龍靈糧堂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名單：
主席：王華燦牧師
副主席：朱妙清執事、黃錦榮執事
秘書：楊玉華執事
其他董事：陳振華執事、林義安執事、陸美紅執事、張林珍執事、
其他董事：沈偉明執事、劉崇達執事、陳素芳執事、陳嘉露執事、
其他董事：林焯忠執事、羅慧儀執事
提案（六） 動議通過繼續聘委陳澤仲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堂處理 2021 年度會計審
核事宜。
提案 (七） 動議通過繼續聘委陳馮秘書服務有限公司為本堂負責代呈相關年報
文件予公司註冊處。
有關任期制執事選舉結果將會在 2020 年 10 月 24 至 25 日的晨星公佈，而財務報
告及聖工企劃文件，將會刊載於 2020 年 11 月的「九龍靈糧堂 2021 年聖工預覽」
中，敬請在會前細閱。如閣下未能出席是次會友大會，可於辦公室領取「九龍靈
糧堂會友大會表決委託書」填寫並交回，以委託本堂其他出席大會的會友代行表
決。委託書須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或以前郵寄或遞交回本堂常務長執會收[地址：
九龍城嘉林邊道一號]，方可生效。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336 1696 與王華
燦牧師聯絡。
九龍靈糧堂常務長執會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日

九龍靈糧堂．中國神學研究院 合辦

生命之道(更新) - 傳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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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日期：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3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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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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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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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錦能傳道

講題：世事真的被你看透了？
經文：約 5:1-17
一. 看不透的 _ _

－

常存 _ _

二. 看不透的 _ _

－

常存 _ _

三. 看不透的 _ _

－

常存 _ _

問題討論及應用：
1.

你對未來感到焦慮嗎？請多分享你的感受。

2.

你的過去有無經歷上帝出人意外的幫助？這些經歷如何建立你的信
心？

3.

我們看不透神的作為，怎麼辦？

4.

你可以如何安慰及支持其他陷於苦困中的朋友？

清晨堂唱頌歌詞

《每天每刻獻上為祢》
(版權:美麗傳奇音樂製作)

神，祢聖潔，當得尊貴，內心歡呼拍掌，今我全屬祢，我的主。
神，祢帶領，恩典經過，內心感恩喝采，今獻上為祢，屬於主。
我要每天每刻都讚頌祢是神，祢施恩典，祢手相牽，令我滿有信心，
我要每天每刻都讚頌祢是神，獻出一生交於主祢手中。
《耶和華以勒》(曲/詞:TWs，版權:敬拜者使團)
耶和華以勒，我的供應，在恩典裡我永不缺乏。
耶和華我父，我的倚靠，在主手裡我永得保障。
* 讓我心稱頌恩主，祂有無限豐富，賜與我美好人生。
讓我口歌頌恩主，祂有無盡的愛，帶領我永不缺欠。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我心敬拜》（版權:城巿旋律協會）

活著用盡我心敬拜，讚美救主，盡力事奉我的神。
道路順服我主帶領，愛我救主，日夜護佑賜安慰。
＊唯願傾心靈，完全奉獻仰望，一心敬拜，以真心頌唱，盡是祢恩情。
＊齊用真心靈，完全奉獻仰望，一心讚美，我的生命祭，盡為祢擺上。
《原來是耶穌》(曲/詞:阿薩，版權:Music

2000 Ltd.)

1. 是誰令我，迷霧裡覓曙光，困惑跌倒，前路也願去闖；
是誰令我，危難裡亦勇敢，世事變遷，不改我路向。
是誰令我，尋著意義而活，獻奉這生，來盡發熱發光；
是誰伴我，無後悔踏遠方，也令我知真方向。
*1 原來是耶穌，祂的愛未變；原來是耶穌，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給我不死的愛，令我總不放棄。
2. 是誰用愛，平伏往日創傷，貼近我心，除掉往日模樣；
是誰用愛，成就往日夢想，眼淚抹乾，不需往後看。
是誰用愛，同渡各樣壓迫，照亮我心，無懼世俗拍擊；
是誰用愛，長路結伴去闖，也伴我走真方向。
*2 原來是耶穌，祂的愛未變；原來是耶穌，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給我不死的愛，令我堅定前行。

清晨堂、早堂及中午堂回應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
(版權：靈糧詩選 241 首)

1.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煩？眼前一片黑暗朦朦？
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變更自由豐盛。
2.主已從死亡進入永生，我們當跟隨主不渝，
罪惡權勢不能再轄制，因靠主必得勝有餘。
3.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專心信靠萬事安穩；
快快傳揚祂全備救恩，使凡信者不至沉淪。
*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

下午堂唱頌歌詞

《主信實無變》
(曲/詞:陳鎮華，版權:ACM）

1.慈愛主信實無變，在每天清晨，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陰晴，主愛勵勉。
2.慈愛主信實無變，日影西斜，主愛更溫暖。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冬暖，主愛復眷。
* 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引牽。困苦、壓逼、
憂心、掛念，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
《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愛》(曲/詞:Park Hee Jeong，中譯:張漢業，版權：以斯拉)
1.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愛，我要歌唱天父無限恩惠，
祂的愛永不會改變，永不會虛偽，永遠信實的慈愛。
2.壓傷的蘆葦祂不會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也不吹滅，
愛永不會改變，永不會虛偽，永遠信實的慈愛，慈愛。
* 祂的愛，為我罪釘十架，為我從死裏復活，
耶穌基督為我再來的君王，我深信無論是生是死，
天使或空中掌權者，都不能使我與基督的慈愛隔絕。
[回應歌]
《祢愛永不變》(曲/詞:葛兆昕，版權:有情天音樂世界)
祢流出寶血，洗淨我污穢，將我的生命贖回；
為了我的罪，犧牲永不悔，顯明祢極大恩惠。
我深深體會，祢愛的寶貴，獻上自己永追隨；
或傷心或氣餒，或生離或死別，願剛強壯膽永遠不後退。
* 哦祢愛永不變，從今直到永遠，深深澆灌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轉，經滄海歷桑田，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拓建 □

每周代禱欄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4 日)



印度尼西亞
蘇拉威西島位於印尼東部，人口達 1,900 多萬，是世界第十一大島
嶼。大約 80%的島民是遜尼派穆斯林，大多仍夾雜着原始信仰。蘇
拉威西穆斯林普遍對外來基督徒十分抗拒，自 2018 年蘇拉威西島
發生 7.5 級強烈地震，造成極大的傷亡和經濟損失。當時，一些宣
教士在內的基督教團體到當地提供援助，這次事件令不少穆民對基
督徒改觀。
禱告：
求神開啟福音大門，感動及差遣工人到當中服侍，賜敏銳的心
去接觸當地族群，有更多智慧、勇氣和平安向那裏的未得族群
分享神的愛和主耶穌的救贖，讓他們能夠認識獨一真神。
懇求聖靈打開未得族群的心，因聽見神的道而充滿大喜樂，願
意接受主耶穌基督的救恩。
禱告記念李偉明牧師在加國與「領協」差會團隊漸有適應。11
月差會舉行網上宣教奮興會，求主預備參加者，記念同工的籌
備及宣傳。
李牧師正招募及帶領有負担的信徒參與 M 民社區祈禱行，一位
祈禱行同工因膝腫痛而要暫停出隊，求主醫治。
縱使政府放寬本地遊旅行團的人數上限，但對旅遊業幫助只是
杯水車薪，而且政府的保就業計劃將於十一月底結束，業界可
能需要裁減人手，人數最少達到 6000 至 8000 人。截至九月已
有逾七十間旅行社結業，且有旅行社要求員工自十二月起停薪
留職。求主賜智慧給香港特區政府，在本港及內地的疫情緩和
下，有序地推行政策，改善旅遊業界經營的困難。
近日疫情有少許回升跡象，但政府仍會放鬆社會人群聚集措
施。室外室內雖有分別，但酒店群組亦有跡象感染擴散。求主
賜我們智慧，在開放社交聚集與防疫措施間平衡，避免第四波
疫情出現！
記念白田每位參與的服侍者，求主賜福他們的服侍，叫他們信
心堅強，能夠一直跟隨主。
教會開放實體崇拜後，求主保守各事奉人員的配合，亦確保防
疫措施效用，令崇拜繼續順利開展進行！
記念向政府部門申請掘路紙工程，需時可能很長，求主引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