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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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落地開花
講員．．．．．．．．梁桂霞傳道
經文．．．．．．．．詩 130:1-8
主席．．黃錦榮執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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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約的神
講員．．．．．．．．岑詠君傳道
經文．．．．．歷代志下第 21 章
主席．．．．．．．．梁卓男弟兄
敬拜隊．．．．．．．．The Bridge

2021 年 1 月 10 日主日崇拜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莊燕玲姊妹

司琴：李蔚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約拿書 3 章．．．． 祝宗麒牧師
講道．．．．．．．．．．．．．．．． 講員
約拿與我(三): 傾覆你我世界的福音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崇拜暫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2021 年 1 月 13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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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關主日崇拜直播/錄播服務，崇拜若遇外來講員，網頁上之講道將
會主日當天晚上下架，唯外來講員可能有個別原因未便把講道存放，
故此講道後亦有可能會即時下架，如未及通知會眾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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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教會網頁收看
青年崇拜
Facebook 直播 周六下午 4:00 到網頁 Facebook 收看
長者崇拜
錄播
周六全日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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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屬靈生命的建立立：「讀經進度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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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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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周年堂慶

「禱告@主前」
感恩回顧 奮勇向前
2021 年，教會朝向「面對世代更
新，做個時代門徒」主題下，踏入
建堂 70 周年堂慶年。為此而推動
的「禱告@主前」亦已揭開序幕了。
靈糧兒女要為過去的 70 年，上帝
賜下豐富的恩典，歌頌，讚美主，
同時，靈糧兒女為迎向下一個 70
年，我們更需要以信心地宣告上帝的榮耀及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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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雙周祈禱會 (ZOOM )
1 月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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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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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參加者需開視象並請準時 9:00 到本堂網頁(www.kllc.org.hk) 按上指定
之連結。

《耶和華喜樂靈》

早堂唱頌歌詞

（詞、曲:朱紹恩，版權:全華音樂公司）

耶和華喜樂靈現在來充滿我，使我靈唱出喜樂讚美的詩歌，
我的口若不發出喜樂的聲音，主要興起石頭來讚美。
* 讓讚美的旋律充滿在我的心，像大衛跳舞彈琴讚美主聖名。
我的心我的靈你要開口來讚美，喜樂油已膏抹在我身上。
《因祢與我同行》
(曲/詞:曾毓蘭，版權:有情天音樂世界)

因祢與我同行，我就不會孤寂，歡笑時祢同喜，憂傷時祢共泣；
因祢是我力量，我就不會絕望，困乏軟弱中有祢賜恩我就得剛強。
經風暴過黑夜，度阡陌越洋海，有祢手牽引我，我就勇往向前；
願我所行路徑，願我所歷際遇，處處留下有祢同在的恩典痕跡。
[回應詩]

《記號》
（曲:李偉倫，詞:甄燕鳴，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1. 腳步末能踏前，預算路向不兌現，終點總看不見，被固執蒙蔽視線，
難理解高深轉變，藏在背面，期待美善續延，
能看到光輝一線，屬天恩典，烙印在記憶深刻新鮮。
2. 身軀不再冰冷，突破自困的界限，心中充滿驚歎，被你釋放我頌讚，
憑應許支撐所盼望，無懼變幻，同渡世上萬難，
愁緒於風中飄散，負擔輕省，讓信念每天張開雙眼。
* 直路轉彎你預先設記號，混亂變遷裡，認清真光，
指引我走出末路窮途，拋開憂心困惱，無論時地恩主傾聽我禱告，
謝謝你體貼耐心設記號，就在往昔片段中，發現當我處身於寂寞長途，
恩主足跡遍佈，常在寒夜加添溫暖，是你擁抱。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約拿與我(三): 傾覆你我世界的福音
經文：約拿書 3 章
一. 神再差遣

二. 神的忿怒

三. 神傾覆世界的恩典

回應問題：
1.

約拿書讀後有何感想？

2.

有人形容我們避開傳講神的忿怒，只單傳神的寬恕慈愛，是不完整
的福音，你同意嗎？如何平衡兩者？

3.

惡人回轉得救，承受神的接納，你接納神這樣安排嗎？為什麼？

4.

神往往施恩的同時，也傾覆我們的世界，你同意嗎？有否這個經驗？
神為何要打翻你的世界？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
□

每周代禱欄 (1 月 10 日至 1 月 16 日)



紐西蘭
紐西蘭位於太平洋西南部，是個島嶼國家，人口約 500 萬。毛利族
是紐西蘭群島上最早的住民，其後有歐洲殖民者遷入。基督教是紐
西蘭主要宗教，其餘是傳統的毛利信仰、猶太教和巴哈伊教。這些
移民是很大的禾場，求神讓信徒勇敢向這些未信者廣傳福音。
禱告：
為醫院、超市、及在必要產業上繼續工作的民眾禱告，求神親自成
為他們的保障；也為在疫症中失去工作的人，求主為他們預備工
作，也供應他們的需要。
求神記念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讓他們盡快調整心態，能正常的學
習和生活；願神使用教會繼續跟進留學生，陪伴並幫助他們認識神。
禱告記念麥子、鴿子宣教士夫婦一家在工場各項的適應，團隊之間
的服侍和合作，求神賜下彼此相愛的心，合一的靈。
他們搬到托市後，開始了在醫院針灸義診事工，但是醫院因為一些
自身的原因，要關閉三個月，所以他們留下了一些前來針炙的人的
聯繫方式，盼望能去當地人的家中進行針灸治療，可以跟當地人更
多建立關係，同時也鍛煉語言，有機會能認識更多當地朋友。
禱告記念鴿子的母親有哮喘的疾病，常常咳嗽，甚至喘氣困難，求
主醫治及能讓麥子、鴿子宣教士夫婦早日述職及可見到父母。
福音機構有賴於穩定的奉獻，但受疫情的影響，福音機構的奉
獻持續不敷，財政赤字愈來愈大，營運艱難，發展受阻。有機
構索性宣布停業，也有要求同工以奉獻形式減薪。讓我們不忘
各福音機構的需要，並為在職於福音機構的弟兄姊妹禱告。
疫情似有回落的趨勢，但大家仍不能掉以輕心。自第四波疫情
以來，曾有外傭宿舍爆發感染群組，也有牽連服務的家庭。除
了外傭宿舍的衛生環境有急切改善的需要，也要限制同鄉的探
訪。願有聘請外傭的家庭為「姐姐」禱告，耐心提醒她們和祝
福她們。
在新的一年，我們一同立志在這世代跟隨主，作這時代的門徒，
求主加力。
近日天氣如疫情的反覆，體弱的長者及有長期病患的弟兄姊妹難於
適應，求主憐憫，保守他們的身體健康，又讓我們多關心他們。
繼續為網上的信仰栽培及基教課程禱告，求真理的聖靈引導和幫助，
賜導師有智慧操作工具，學員又能投入學習之中，以致教學相長。
為白田暫停崇拜期間，信徒及初信主者仍能堅持信靠主，求主與同
工同在，有能力及智慧牧養這個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