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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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我們都是蒙恩的人
講員．．．．．．．．簡民基牧師
經文．．．腓立比書一章 27-30 節
主席．．伍惠香姊妹、杜嘉華姊妹
司琴．．．．．．．．王惠明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
約拿書(4）我們與暴力的距離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約拿書 3:10;4:1-4
主席．．．．．．．．周彥均姊妹
敬拜隊．．．．．．．．The F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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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8:1-6;11:19-23．． 王華燦牧師
講道．．．．新世代，作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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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3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2021 年 1 月 6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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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安排
崇拜類別
一般主日崇拜
青年崇拜
長者崇拜

播放方式
網上直播
Facebook 直播
錄播

時間
主日上午 10:45
周六下午 4:00
周六全日收看

備註
可全日收看
可全日收看
可到教會網頁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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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成長方向
一月 建立健康的生命:
1. 健康屬靈生命的建立：培養讀經與靈修，鼓勵使用本堂網上靈修、
「讀
健康屬靈生命的建立：經進度表」或訂購「活水」作靈修輔助。
2. 建立健康生活習慣：早睡：晚上不遲於 12 時上床休息
建立健康生活習慣：適當運動：養成 30 分鐘散步或帶氧運動
建立健康生活習慣：健康飲食：多菜少肉、少鹽少糖
3. 建立健康的情緒：學習「常常喜樂」、「凡事感恩」的人生。
4. 參與群體活動：多出席「視像 ZOOM」的團契、
「視像 ZOOM」小組活動、
參與群體活動：教會關懷貧窮家庭活動等。


聖工人員可免喜慶賀禮
敬啟者：
本聯會各會員堂聖工人員，對教友婚嫁喜慶之賀禮，一向免除，只
因時過境遷，多已遺忘，故聯會董事例會曾通過一案，每年例行通告一
次，凡有婚嫁喜慶，聖工人員一律可免送賀禮，並於新年伊始，仰各會
員堂知照，為此特函奉達 台端，敬希通告 貴堂教友，如有需要可將
原函轉載週刊，俾眾週知為荷。
此致
會員堂堂主任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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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1.

2.

聶松威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 月 4 日(星期一)早上 10:30 在循
道衛理國際禮拜堂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聶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
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羅洪錫琪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2:30 在歌
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祈盼認識洪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
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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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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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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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今日報名，不要錯過＊
教會稍後會提供有關的連結
查詢：簡民基牧師
註：1. 本次聚會將會使用 Webex 視像軟件，請參加者於會前自行下載。
註：2. 當晚有幾位已移民海外的弟兄姊妹分享。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新世代，作門徒
經文：徒 8:1-6;11:19-23

一. 新時代的改變：在困難中作主門徒

二. 新時代的門徒作風：無懼困難，帶著使命到不同地方傳道

三. 新時代的宣講：向不同的人傳講耶穌

回應問題：
1.

經文如何描述面對逼迫患難的門徒？他們作了什麼選擇？

2.

經文中記載他們走到撒瑪利亞地方，這對他們有何困難？

3.

他們指出門徒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對他們當時來說，會有何困
難？對我們今天的佈道有何提醒？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社會 □

每周代禱欄 (1 月 3 日至 1 月 9 日)



墨西哥
墨西哥約有 1.28 億人口，是世界第 2 大天主教國家，有約 9 千萬
名天主教徒，僅次於巴西。 全國貧富分化嚴重，貧困人口佔總人
口的 43.6%。同時墨西哥是世界上暴力最嚴重的國家之一，80%的
謀殺案都與販毒有關，全國人民都受此影響，包括基督徒少數宗派
在內的脆弱農村群體受害尤其嚴重。
禱告：
求主打擊販毒集團，減少毒品對社會的危害；並為社會求平安，百
姓在疫症中有平安，社會不會出現搶劫、偷盜、暴亂等狀況。
為宣教士禱告，保守他們滿有神的同在和能力，有更多資源和機會
見證主；為受逼迫的基督徒禱告，求主保護他們的安全。
禱告記念梁志韜牧師夫婦的事工，為梁師母身體禱告，耳石症經「復
元治療」的頭部運動，得到舒緩，但仍有暈船浪的感覺，需要躺臥
在牀休息，非常影響日常的生活，求主憐憫和醫治；亦為梁牧師的
身體禱告，照顧師母起居飲食及一切家務清潔之同時，還要準備教
會的事務，求主賜智慧和力量。
繼續為韓國禱告，求主看顧憐憫，幫助一切正在受苦困的百姓。
聯合醫院有小型爆發，求主保護前線醫護人員。請大家也為各
醫院的院牧禱告：在疫情的影響下，除病情緊急和臨終的病人
外，一般的院牧探望服務已暫停，並且要得到院長的批准才可
上病房。雖然如此，各醫院的院牧仍然成為病友家屬的支援，
也與醫護者同行。求主保守前線院牧的身心靈健康，使用他們
成為調和的角色，舒緩病者家人與醫護人員之間的張力。
香港第 4 波疫情持續，近日更首次在未有確診者的大廈驗出污
水樣本含有新冠病毒，懷疑大廈內有隱性患者居住。求主施恩
看顧，讓疫情能早日受控，並遏止病毒蔓延，盡快堵塞病毒傳
播的途徑和漏洞，以減少市民受感染的機會。
24/12 平安夜佈道會首次以網上形式直播，感恩神的保守得以順
利進行。願神使用當中的信息去祝福每位收看的人（信徒及未
信者）
，讓生命得著神所賜的平安和盼望，並帶領初信者或慕道
的新朋友有美好的栽培和跟進。
感謝主太子道西及聯合道之掘路及平整工程已順利完成，求主
繼續引導審批 322 入伙紙事宜。

早堂唱頌歌詞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曲：游智婷，詞：鄭懋柔，版權：讚美之泉）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新的異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耶和華神已掌權》
（曲：李育群，版權：有情天音樂世界）

主耶和華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倚靠祢，
凡投靠祢的必不懼怕，等候祢的必不羞愧。
願祢的崇高過於諸天，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祢統管萬有，祢治理列邦，萬國萬民都敬拜祢。
* 祢是那獨行奇事的神，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我心要堅定，我口要歌頌，耶和華神已掌權。
[回應詩]

《我心靈得安寧》
（版權:靈糧詩選２２８首）

1. 有時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穩，有時憂傷來似浪滾，
不論何環境，我已蒙主引領，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2. 撒但雖來侵，眾試煉雖來臨，但有主美証在我心，
基督已看清我乏助之困境，甘流血救贖我，賜安寧。
3. 回想我眾罪，全釘在十架上，每念此，衷心極歡暢，
主擔我重擔，何奇妙大恩情，讚美主！我心靈得安寧。
4. 求主快再來，使信心得親見，雲彩將捲起在主前，
號筒聲吹嚮，主再臨掌權柄，願主來！我心靈必安寧。
* 我心靈得安寧，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得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