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1 月 15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李懷蓉傳道

司琴：楊斯妮姊妹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李懷蓉傳道
讀經．．．．約拿書一章．．．． 祝宗麒牧師
講道．約拿與我（一）
：世人都在觀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2020 年 11 月 14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祂顧念你
講員．．．．．．．．周國蘭傳道
經文．．．．．．．．彼前五 7-11
主席．．黃錦榮執事、王鎮平弟兄
司琴．．．．．．．．陳淑瑛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在深淵中的福音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約拿書二章
主席．．．．．．．．李懷蓉傳道
敬拜隊．．．．．．．Followers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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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慧儀姊妹
司琴．．．．．．．．廖曉恩姊妹

早堂崇拜(直播)～～～～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簡民基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簡民基牧師
讀經．．．．約拿書一章．．．． 祝宗麒牧師
講道．約拿與我（一）
：世人都在觀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簡民基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簡民基牧師
讀經．．．．約拿書一章．．．． 祝宗麒牧師
講道．約拿與我（一）
：世人都在觀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2020 年 11 月 18 日周三崇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周三晚堂崇拜～～ 晚上八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鄭曼莉姊妹

講題．．．
約拿與我（一）
：世人都在觀看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約拿書一章
主席．．．．．．．．陳淑儀傳道
司琴．．．．．．．．王惠明姊妹

司琴：張秀麗姊妹
敬拜隊：麥子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約拿書一章．．．． 祝宗麒牧師
講道．約拿與我（一）
：世人都在觀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2020 年會友大會謹訂於下主日(11 月 22 日)中午 12:30 在本堂舉行，
下主日之中午堂崇拜亦會暫停，而中午堂的聖餐亦改在 11 月 29 日(主
日中午堂)舉行，敬請會眾留意。另如有兒童需照顧，請安心讓兒童
繼續留在兒童牧區，將會有導師繼續照顧。
2. 新朋友交誼日於今天 12:30 舉行，請已報名的參加者到六樓桃李門聚
會，亦歡迎今日或最近參與的新朋友出席。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
傳道 2336169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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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凡泊車本堂停車場會眾，請務必留手機號碼放車窗前，以便緊急聯絡
用。
5.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年不會舉辦聖誕平安夜聚餐。


水禮事宜
因應防疫措施，12 月 26 日(星期六)舉行水禮現將分為上午 11:00 及下午
2:00 兩組別進行，同工將個別邀請參加是次水禮者出席上午 11 時或下午
2 時組別，今屆接受水禮者可因應個別需要選擇浸禮或灑水禮，又或延後
至 2021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舉行之水禮。此外，凡參加是次水
禮者，請出席 12 月 22 日(星期二)晚上 7 時 30 舉行之水禮講解會。
水禮講解會
對象: 所有參加水禮信徒
日期: 12 月 22 日(星期二)
地點: 本堂一樓
時間: 晚上 7 時 30 分

水禮
對象:
日期:
地點:
時間:

所有參加水禮信徒
12 月 26 日(星期六)
本堂一樓
上午組: 上午 11:00 開始
下午組: 下午 12:00 開始

如有查詢，請與本堂同工聯絡。


囍 訊
黃駿皓弟兄 與 周彥均姊妹 謹定於二零二零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假本堂舉行
結婚典禮，恭請弟兄姊妹蒞臨與這對新人一同共渡歡
樂時刻，並為他們獻上感謝的祝禱。

入會禮事宜
凡原來申請本年 4 月轉會本堂的信徒請出席 12 月 22 日(星期二)晚上 8:00
舉行之會友交誼會，另亦請出席 12 月 27 日(星期日)早上 10:45 早堂崇
拜舉行之入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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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月教會成長方向:福音
1. 關心差傳事工、支持宣教士及為宣教士代禱，作出來年的信心奉獻
等。
2. 邀請朋友出席聖誕節的平安夜佈道晚會
3. 願意與朋友分享主耶穌的福音。
4. 邀請朋友參加 12 月 20 日主日的聖誕崇拜。


「亞居拉」服侍小組
宗旨：關懷鄰舍、傳揚見證主愛到萬家。
服侍對象：長者、孤寡、病弱、有需要的家庭；需要由教會轉介。
服侍範圍：在能力範圍之內，我們可提供家居維修，電器裝置，電腦網
絡裝置，無障礙裝置；但不包括搬屋，不包括需由認可持牌
人士做的工作如水喉/電制/電力或冷氣工程等。
現誠邀教會弟兄姊妹報名加入服侍，無經驗者會有專人帶隊培訓，歡迎
大家報名，將主愛與人分享！
報名方法: 有意報名請到辦公室留下聯絡資料，查詢請聯絡王華燦牧師、
施龍馨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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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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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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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14/1-11/3(四)
(11/2 停課)

時間

場地/導師

晚 7:45-9:35

中神講師
（錄像）

「生命之道」
：
傳道書

開始報名日期：11 月 16 日上午 9 時
截止報名日期：11 月 29 日(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請瀏覽「中神」生命之道網址
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list_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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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聖經(每天讀 2 章)
11 月份: 以賽亞書 1-60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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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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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范七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1 月 20 日(五)下午 2:30 在葵涌火葬場舉
行火葬禮，祈盼認識范弟兄的肢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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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約拿與我（一）：世人都在觀看
經文：約拿書一章
一.約拿與神的命令

二.往他施的船

三.「外邦人」與我們的距離

四.反思我們如何面對公義與恩典的張力

五.世人在觀看

問題討論及應用：
1.

神有給你一些任務，而你曾，或現在正在逃避嗎？為什麼？

2.

誰是你的鄰舍？誰是你的敵人？

3.

你往他施的船是什麼？仍在風平浪靜中航行？

4.

舊約至新約都花很多篇幅來提醒我們不要屬靈驕傲。怎知自己正正
要從這軟弱中悔改過來？

5.

就算一件美事，提升至與神相比，就變成偶像。求主幫助我們不要
崇拜偶像，反而虛己，靠神超出我們想像的恩典，活出祂既公義又
慈愛的生命。

清晨堂唱頌歌詞 《我要一心稱謝祢》(曲:曾祥怡，詞: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要一心稱謝祢，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為祢慈愛和誠實稱讚祢名。
*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因祢慈愛永遠長存。
我雖行在困苦患難中，祢應許必將我救活。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因祢的名大有榮耀。
我呼求時祢必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裡有能力。
Coda 祢必成全關乎我的事，祢必不離棄祢手所創造的。
《恩典夠用》(曲/詞：盛曉玫，版權：泥土音樂)
停下來回頭看一看，祂的恩典一路相伴。
閉上眼用心去感覺，祂的愛從不曾離開。
抬起頭祢將會發現，烏雲背後還是有藍天。
張開手迎向每一天，祂的恩典一定夠用。
*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祂應許永遠不會改變。
要相信不論明天將如何，祂恩典一定夠用。
每一次跌倒，站起來更剛強，每腳步走得更有力量。
要相信不論明天將如何，祂恩典一定夠用。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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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不保留》（曲/詞:盧永亨，版權:團契遊樂園）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無盡頭？
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恒久，碰到了祢已無別求；
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下午堂唱頌歌詞
《我的救贖者活著》
(曲:游智婷，詞:萬美蘭、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當我在深谷迷失時，
祂領我走正義路。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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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堂回應歌
《耶穌我感謝祢》
(曲/詞:方文聰；編: Philia Yuen；版權:玻璃海樂團)

1. 當我軟弱，你沒有離場，你安慰我，在愛裡堅壯，
仍會跌倒，仍會失信，在羞愧裡，你找到我，作我永遠依靠。
2. 耶穌感謝你一路上牽引著我，十架的路你與我一起走過，
你走在我前頭，鼓勵我不要退縮，因你在創世以前揀選了我。
Chorus 耶穌，我感謝你，從恩典內，找到自己，
在你手中，破碎都可完美，你大能，療愈我心扉。
耶穌，我感謝你，暴風裡，我心卻安定，
在你手中，患難暗藏祝福，
你意念，是賜下平安，是我永遠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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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代禱欄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1 日)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通稱德國，是位於中西歐的聯邦議會共和制國家，
由 16 個邦組成，首都與最大城市為柏林。德國人口約 8,143 萬，
為歐洲聯盟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基督宗教為德國第一大宗教，信徒
占總人口 66.8%，伊斯蘭教為德國第二大宗教，佛教 0.3%和印度教
0.1%。德國 60 多個城市均有華人教會與查經班，但華人牧者與宣
教士不多，巨大的德國華人禾場有待收割。
禱告：
□ 記念德國工場的需要，求主帶領更多宣教士到德國收割莊稼。
□ 記念留學生在異鄉遇到不少困難，很需要基督徒的關心；懇求
聖靈藉教會把福音傳給他們，好讓他們得嘗救恩的寶貴和被栽
培、造就。
□ 感恩神讓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有機會向家人傳好消息，求主
的恩典臨到家人，為他們預備屬靈的家。將舉行網上宣教奮興
會，求主預備參加者，記念同工的籌備及宣傳。
□ 感謝神奇妙的帶領，見好宣教士遇到從前曾教她頭針的老師，
他已退休，竟願意再教授見好及鞏固她的頭針技巧。
□ 感恩工場的疫情暫時稍為緩和，每天約有 20 位確診，但很多歐
洲國家疫情又進入第二波，祈求工場不受影響。
□ 與旅遊業息息相關的酒店業同樣遭受疫情嚴重的打擊，因為沒
有海外遊客，入住率低迷。隨著政府的保就業計劃結束，估計
12 月起會陸續有裁員潮。此外，近日疫情有小型爆發，屬於酒
店群組。業界不但要加強防疫措施，更要嚴格規管，防止過多
人聚集在房間。求主賜智慧給管理層，也保守前線員工。
□ 疫情對社會民生的影響逐漸浮現，求主憐憫，願有餘的可以幫
助不足的，大家互相守望，共渡時艱。
□ 面對後疫情的形勢，聚會的限制，求聖靈教導我們靈活運用不
同的方式去作更到位的牧養，拓闊更多更大的空間去傳揚神榮
耀的福音。
□ 請繼續記念 322 向政府部門申請聯合道與太子道西之掘路紙工
程，需時可能很長，求主引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