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2 月 27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直播)～～～～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0 年 12 月 26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愛生命、愛使命
講員．．．．．．．．鄧文娟姑娘
經文．．．．．馬可福音 1:29-39
主席．．謝秀琼姊妹、陳麗萍姊妹
司琴．．．．．．．．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艱險我奮進
講員．．．．．．．．．朱莉傳道
經文．．．．．．．．徒 20:17-38
主席．．．．．．．．李懷蓉傳道
敬拜隊．．．．．．．．．Shema

2020 年 12 月 27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員：李少秋博士
主席：王華燦牧師

司琴：Mircale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羅馬書 8:1-17．．．． 王華燦牧師
講道．．．．
順從肉體與神為敵，呼叫父神聖靈居衷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2020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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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12 月 31 日(星期四)為大除夕，本堂辦公室下午 3 時後暫停辦工，下
午 5 時後一切活動暫停。
2. 1 月 1 日為公眾假期，是日暫停對外開放。
3. 鑑於會眾可能會有個人住址、電話、電郵等資料轉變，請盡早將有關
資料與本堂辦公室聯絡，或到本堂網頁「會友資料更新」中提交。
4. 由今年起，為減少耗費紙張，本堂嘗試減少郵寄聖誕卡，會友若有提
供電郵地址將會以電郵送出，請盡早向本堂登記電郵，以安排電子郵
寄。另外，本堂亦預備聖誕卡送給有需要的會眾，並在長者牧區中致
送，如未能收到聖誕卡，歡迎到辦公室索取。


崇拜安排
崇拜類別

播放方式

時間

備註

一般主日崇拜

網上直播

主日上午 10:45

可全日收看

青年崇拜

Facebook 直播

周六下午 4:00

可全日收看

長者崇拜

錄播

周六全日收看

需與同工取連結

註: 以上安排將因應疫症情況修訂執行，請會眾致電本堂 23361696 查
詢或到本堂網頁 www.kllc.org.hk 留意最新修訂。


元旦崇拜(網上直播)
每年的元旦崇拜乃本堂重要傳統，在每年的第一天以敬拜主作開始，今
年因疫情關係，將會透過教會網上直播方式進行，詳情如下:
日期: 2021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
時間: 早上 10:00-11:00
講員: 吳慧儀博士
講題：在逆境中進入新的一年
經文：徒二十六 19、但三 18、尼二 3
註: 將安排網上直播，請到本堂網頁收看，並請提早 5 至 10 分鐘預備心
靈敬拜主，另崇拜完結後講道即會下架，不設錄播。

70 周年堂慶
「禱告@主前」4...3...2...1 開始啦！
2021 年九龍靈糧堂踏入建堂 70 周年，由 1 月開
始推動「禱告@主前」的禱告祭將進入倒數時刻，
鼓勵未報名參加的信徒一齊參與，而已報名的參
加者，可按提供的禱文為教會禱告。詳細參考教
會的網頁
願上帝施恩眷顧，讓九龍靈糧堂能夠在時代的軌
道上屹立，繼續見証上帝拯救世人的使命，真光照
耀遍地！
歡迎信徒齊來參與，為教會 70 周年堂慶禱告，呈獻
給主裊裊馨香祭！
報名獻上禱告日
https://forms.gle/rLArTv4NcYwt1rw59


日期：2021 年 1 月 3 日（網上聚會）
時間：下午 2：00 - 3：00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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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日期：2021 年 1 月 10 日 (網上課程)
時間：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日下午 2:00–3:30
對象：18-64 歲、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及重整信仰者
導師：鄧惠玲傳道
凡有興趣者，請向鄧惠玲傳道查詢及報名（23361696）。

小組事工
小組牧養已發展多年，我們為過去許多小組的建立而感恩，在小組成
長的歷程中，實因應環境的變化及生命不同的階段，而需要有所改變。一
方面，我們期望小組信徒生命得著牧養而成長，另一方面，也因應信徒的
去留而組長需作出不同的適應。為此，我們小組已開始了以下之改變:
本堂屬下所有小組組員都需要向組長/聯絡員，表示新一年是否會繼
續參與小組(口頭、電郵、書面或 Whatsaap 均可)，否則該組員之身份將
會自動停止，而不獲通知小組活動(有特別原因請假例外)。
小組組員有責任參與及出席小組活動，這乃對小組的委身，也是對小
組負責任的一個重要方式，以致組長在帶領小組時，能確知未來的方向及
有效去安排小組活動；對於組員經常出席不穩定又或出席小組人數甚少，
我們建議小組暫停，以免組長不斷為帶領小組而長期感到吃力，我們也特
別在此解釋，小組組長無須為小組發展負責，小組屬於每位組員，組長只
是嘗試努力協助牧養之職，然而個別組員出現之困難，或性格上嚴重缺
陷、或經常缺席，或只在乎別人關懷，或只顧個人問題得到解決等，這一
切都帶來組長及負責人帶組非常吃力，亦非組長能應付及處理，若此等問
題延續多時，則需考慮暫停小組，並重新招募願意共同遵守小組約則之組
員，小組的發展乃每一位組員皆有責任，以致一起在主裡彼此守望及成長。
我們為每年新誕生的小組感恩，但也為小組有必要時完結感恩，因
為這些小組已完成上帝在他們小組生命階段中的使命。小組結束後，組員
的關係不會完結，組員可繼續等候神，以備迎接開展新的小組，進入小組
另一階段。
此外，所有剛參加小組之組員，我們建議有一段適應期: 一年內必
需出席小組 6 次或以上聚會，才成為正式組員，及列入組員的通訊名單，
而非固定出席組員則視為「友誼組員」，亦不便列入小組活動之通訊群組
名單內。

與此同時，我們已開展一些有階段性或短期的小組，務求小組生
活能讓更多不同需要的人得著生命的牧養。因應小組發展，我們將繼續定
期檢討及修訂指引，歡迎大家給與意見，如有查詢，請與各區教牧同工或
王牧師聯絡。
總結以上:
1.組員每年均需表示未來一年是否繼續參與，或暫停參加小組活動。
2.組員出席人數經常不穩定，或經常出席人數太少，組長可考慮結束小組。
3.新朋友加入小組有適應期，建議一年內出席 6 次或以上才成為正式組員。
4.組長可因應個人原因而暫停組長之服侍，可先與區牧/同工商討。
5.將繼續發展短期的小組(如一年期)，以牧養更多信徒。
註: 因本年疫情而不能出席、或減少聚會次數，或未方便使用視像會議
(例如 ZOOM)進行聚會，小組指引將因應個別小組發展而由組長與區牧另
訂適切的措施。


兩年讀完聖經
為鼓勵會眾讀經，每天讀 2 章聖經，務求 2 年內讀完全本聖經一次，計
劃歡迎隨時中途加入，所需時間會順延。
2021 年 1 月: 提前(1-6)、提後(1-4)、多(1-3)、哀(1-5)、詩(1-10)、
箴(1-31)


事奉人員
由 2021 年起，家箋將不再刊登本堂事奉人員姓名資料，日後若恢復實體
崇拜，將會在崇拜中安排為所有事奉人員禱告。此外，未來亦將會安排
全教會的事奉人員聚會，以表達對事奉者的支持。

『讀聖經 學英文 傳福音』
【事奉人手招募】
白田福音中心計劃明年初開辨實用英語課程。內容取材自〈國際聖經同
盟〉之英文穩固基礎課程，以聖經為本，藉簡單而創新的方法傳揚福
音。目標對象為社區基層學童及家長。邀請有傳福音、服侍社區心志的
弟兄姊妹一同參與成為：
1. 教學助理：高中程度，無需教學經驗。主要協助學生閱讀及分享信
仰；或
2. 課堂助理：想學英文的信徒，成為學員之一，作福音對象的同行者。
*會提供相關培訓*
想了解更多或有感動參與者，邀請您先出席簡介會：
日期：2021 年 1 月 3 日(主日)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待定（或按情況以 Zoom 舉行）
報名：https://bit.ly/3agh9RW
有意者請聯絡辦公室 23361696 登記或聯絡梁桂霞傳道。


「去抑或留？主都保守！」分享座談會
大家可能因著各種原因正考慮移民外地，但內心忐忑不安！至於留在香
港的弟兄姊妹又會否感到無奈？我們好想坦誠分享和彼此祝福，約定你…
日期：2021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 8:00 開始
形式：網上直播（Webex）
報名：https://forms.gle/s9sepiWQTbCHZKTr6
或透過 QR CODE 填寫報名表
教會稍後會提供有關的連結
查詢：簡民基牧師
註：本次聚會將會使用 Webex 視像軟件，請參加者於會前自行下載。

2021 年基教部春季(1-3 月)課程簡介
2021 年基教部的春季(1-3 月)課程因受疫情影響，將以 Zoom 的形式進
行，稍後導師會聯絡參加者，如有疑問可向辦公室查詢。
課程

日期

時間

「愛死生命工程」

2021 年每月

門徒訓練

第一個星期六

第 162 屆水禮班 A

4/1 至 18/1(一)

晚 8:00-9:30

王華燦牧師

第 162 屆水禮班 B

8/1 至 5/2(五)

午 2:00-3:30

簡民基牧師

「奪寶奇兵」之

6/1 至 31/3(三)

舊約旅程(二)A

(10,17/2 停課)

晚 7:30-9:15

簡民基牧師

「奪寶奇兵」之

10/1 至 28/3(日)

舊約旅程(二)B

(14/2 停課)

早 9:00-10:30

簡民基牧師

午 2:30-4:00

導師
曹錦能傳道
梁桂霞傳道

以上課程截止日期：今天
成長課程(二)：
認識教會

3/3 至 31/3(三)

晚 7:45-9:15

周國蘭傳道

截止：21/2/2021
註：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手續，請參考教會網頁。


安息禮拜公告
關潘玉嬋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2 月 28 日(星期一)晚上在世界殯儀
館守夜，翌日(星期二)早上 10:3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潘姊妹或其家
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早堂唱頌歌詞

《同來崇拜》
(版權:靈糧詩歌第２首)

1.一切忠心聖徒同來崇拜耶穌，同來崇拜這位全世界救主，
讚美感謝都歸於世界救主。
2.各民各方各族身穿潔白衣服，同來事奉這位主耶穌基督，
得勝國度都歸於耶穌基督。
3.天上光明大軍聚集合成一群，同來跪拜這位和平之大君，
尊貴權柄都歸於和平之君。
4.一切受造之物來敬拜全能者，同來敬拜這位宇宙大主宰，
智慧豐富都歸於宇宙主宰。
5.阿們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阿們，頌讚榮耀都歸於三一真神，
頌讚榮耀永歸於三一真神。
* 同來，崇拜我救主，同來崇拜我救主，
同來崇拜我救主，耶穌基督。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曲:林良真、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回應詩]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曲:曾祥怡，詞: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聖靈啊求祢來，我軟弱祢明白，我無言祢嘆息，
親自為我代求；祢鑒察我的心，使我走在屬神旨意，
祢醫治我的靈，使我生命再次絢麗。
啊…啊我心不住讚美，啊…啊我靈不住稱謝，
一宿雖有哭泣，早晨必歡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啊…啊我心不住讚美，啊…啊我靈不住稱謝，
一宿雖有哭泣，早晨必歡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

每周代禱欄 (12 月 27 日至 1 月 2 日)



智利共和國
智利共和國，通稱智利，是位於南美洲的國家。 智利西部與南部
瀕臨太平洋，北靠秘魯，東鄰玻利維亞及阿根廷。人口約有 1,819
萬人，54%信仰天主教，14%信仰基督教，7%是其他宗教，餘下的
25%的人是沒有信仰的。智利醫療服務、深切治療部病床及呼吸機
的需求大增，衛生保健系統已「非常接近」極限。
禱告：
為醫療團隊禱告，求神賜政府智慧，竭盡所能搜尋足夠醫護裝備，
使醫護人員在疫症中得到最好保護。
華人教會積極跟進栽培教會的青年人，成為神國度的生力軍，求主
興起！ 求主使用！叫萬民成為主耶穌基督的門徒。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馬島缺水
的情況嚴重，教會處於海拔較高的位置，供水更嚴重不足，街上買
回來的水，都不能飲用和作煮食，非常混濁，黃師母、教會青年及
多人都出現腹痛及肚瀉徵狀，求主保守各人的健康，醫治腹瀉、肚
痛的不適，並為當地宣教士和人民祈禱，願主看顧憐憫。
馬島南部有三十萬人正瀕臨嚴重的糧食危機，黃牧師決定憑信心去
回應當地教會糧食的呼求，黃牧師將會和一位當地牧師於 1 月 17
日乘小型飛機前往附近鄉鎮後，再轉車輛往村子，求主保守黃牧師
們的救災服侍，願平安恩典臨在他們。
疫情持續，政府再三宣佈關閉健身中心、美容院及按摩院等，
令業界難以經營；經營者感到無奈和灰心，而員工的收入也大
受影響。我們一方面為疫情早日受控，另一方面祈禱政府在勒
令停業期間能予以補助。
因著疫情第四波的爆發，全港的幼稚園，中小學及補習社停課
至 2021 年的 1 月，求上帝讓學校老師藉著不同的途徑或網上媒
體傳遞學校課程的知識，讓同學的學業進度不受疫情的影響或
減至最低。
請為今年因疫情嚴峻之下，2021 年 1 月 1 日的崇拜未能實體舉
行，以致領取金句卡的傳統被迫取消。求上帝止息各國疫情的
擴散，信徒可以早日重投常態生活，參與教會聚會親近上主，
重建健康的屬靈生活。
為 2021 年教會 70 周年堂慶年，
「禱告＠主前」於 1/1 揭開序幕
禱告，求上帝激勵參加信徒積極參與，為教會過去感恩及未來
10 年的前路齊獻上頌禱。
求上帝讓教會沒有一個信徒在疫情下受感染，特別是獨居及院
舍的長者，賜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並經歷上帝的同在的安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