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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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要永在旅途上
講員．．．．．．．．曹錦能傳道
經文．．．．．路加福音 9:57-62
主席．．劉崇達執事、楊美娟姊妹
司琴．．．．．．．．王惠明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要永在旅途上
講員．．．．．．．．曹錦能傳道
經文．．．．．路加福音 9:57-62
主席．．．．．．．．游展晴姊妹
敬拜隊．．．．．．．．Followers

講員：曹錦能傳道
主席：霍志浩弟兄

司琴：余愷媛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路加福音 9:57-62．． 曹錦能傳道
講道．．．．要永在旅途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曹錦能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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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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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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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4 日(星期日)為農曆年初三，本堂仍安排直播崇拜，請信徒按時
進入教會網頁收看。另 2 月 13 日(星期六)青年直播崇拜暫停一次，
是日長者崇拜則照常安排錄播崇拜。
2. 2 月 12 日(星期五) 至 2 月 15 日(星期一)為農曆新年公眾假期，本堂
一切活動暫停。
3. 在疫情期間，鼓勵信徒選用銀行轉賬或電子網上銀行轉賬方式奉獻，
詳情見本堂網頁。
4. 本堂的教會月曆仍有存貨，歡迎信徒平日辦公時間到本堂索取。


網上雙周祈禱會 (ZO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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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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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需開視像並請準時 9:00 到本堂網頁(www.kllc.org.hk) 按上
指定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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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青少年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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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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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貧窮人事工
疫要開飯，三個月後…
(一杯涼水的祝福)
在新冠病毒持續擴散的疫情下，感謝神藉眾肢體支持去年的“疫要開飯”
物資分享運動。截至 2020 年 12 月總計收到現金捐贈超過 11 萬元。
因疫情嚴峻，我們在 9 月初將收到
的捐獻中，先將物資調撥約 10%分
配予難民事工，餘下的於 2020 年
10 月，經過兩次外展出隊接觸土
瓜灣及白田社區後，我們便隨即開
始「基層家庭生活支援計劃」，支
援家庭成員就業不足或失業者，連續 3 個月送出油、米、搓手液、飯券
及超市券。是次計劃共約 30 個貧乏家庭受惠，祝福了近 100 人。神亦祝
福當中的福音工作，令部份家庭對福音態度開放。
疫情下的聖誕節，我們亦轉贈了部分超市劵支持同心圓關懷社區行動，
此外，又特別送出西餅券予家庭及小禮物給兒童，讓我們所接觸的眾家
庭經歷主耶穌的愛；未來的農曆年我們亦已為每個家庭預備了“利是”
一封，盼望他們在困境中仍能歡度新春。
2021 年 2 月，我們會繼續將收得的金錢捐獻，全數撥作支援基層家庭的
生活，對仍在水深火熱中 的家庭，展開第二階段的支持計劃。「憐憫貧
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箴言十九 17）。鼓勵活在恩 典中的你我，以上
帝的憐憫慈愛，藉禱告或金錢，繼續支持“疫要開飯”與貧困者同行！


請記念差傳需要
因應本年疫情的情況，以致過去一年差傳信心奉獻銳減，現時過去一年
對宣教士的支持仍欠 50 多萬元，差傳信心奉獻主要用作支持本堂屬下七
對宣教士夫婦，並 14 位在不同地方傳福音的宣教同工，現鼓勵信徒奉獻
支持，奉獻請寫上「差傳信心奉獻」便可。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形式

信仰探索班 每月第二及 下午 2:00-3:30 Zoom 視像課程
第四個主日

截止日期
不適用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報名：請向鄧惠玲傳道查詢及報名(233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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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郭陳少芬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 月 30 日（星期六）早上 10：30 在
世界殯儀館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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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敬拜》
(曲/詞:劉穎，曲:Ian Tee，版權:音樂 2000 有限公司)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永活全能者，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全心敬拜祢。
祢配得稱讚，因祢創造世間一切，
惟獨祢，惟獨祢是永恆不改。
祢配得尊貴，因祢是那昔在且永在的父，
我願全人屈膝敬拜祢，我願我心深深信服祢。
《愛的保証》
(曲:黃韻清，詞: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我感激祢恩情，祢的手傳遞安寧，自太初應許的愛，我願時常認定
我高呼祢的名，這一生無盡供應，在歲月裡，祢保守帶領。
1. 寒冷冬天，四周都結冰，我倚靠著祢熱愛，風裡馳騁，
塵世變遷，祢的看顧總未暫停，在祢恩典裡，找到愛的保證。
2. 求祢細聽，我的禱告聲，祢的意念燦爛似閃爍繁星，
迎接困境，祢必指引今後路程，用信心宣告，天天靠主得勝。
[回應詩]

《跟隨我》
（頌主新歌 487 首）

1. 我聽復活主慈聲說：「跟隨我，跟隨我，跟隨我，」
懇切呼召整日不輟，「跟隨我，跟隨我，跟隨我，
為你飽受痛苦憂傷，為你捨命十字架上，
苦杯親嘗，罪債代償，跟隨我，跟隨我，跟隨我。」
2. 「你罪雖多，我赦免你，跟隨我，跟隨我，跟隨我，
各樣罪惡，赦免到底，跟隨我，跟隨我，跟隨我，
一生一世，我必同在，領你經過陸地洋海，
賜你天福，直到萬代，跟隨我，跟隨我，跟隨我。」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1 月 24 日至 1 月 30 日)



印度尼西亞 - 加里曼丹島
加里曼丹島約 2000 萬人口左右，將近 3/4 居民在印尼境內。民族
成分複雜，有非穆斯林的達雅克人、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人，以及
華人和少數歐洲人。印尼於去年尾公布首都搬遷計劃選址，定於東
加里曼丹省。加里曼丹島分南、北部，北部屬於馬來西亞的沙巴州、
砂勞越州及汶萊蘇丹國；南部屬於印尼，分為東加里曼丹、西加里
曼丹、南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四個省。
禱告：
新首都選址距離較不受地震及火山爆發等天災影響，禱告記念遷都
計劃花費巨大，政府能善用人力、物力等資源，同時也能關注國民
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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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下
的恩典。
禱告記念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伉儷及在 Gorom 診所的巴西宣教
士，巴西宣教士太太已確診新型肺炎(COVID-19)陽性，早在未確診
前夫婦倆已不舒服。
為羅見好的胃痛及間中血壓高祈禱，並求主保守玉偉在廣州的母親
及家人平安、健康。
受學校停課影響，教育中心及興趣班中心的營業也受限制，部
分機構轉型為網上教學，暫時仍可經營。但長時間沒有實體課
堂確實會導致學生的流失，經營者卻要繼續繳付舖位的租金。
盼望他們的業主願意憐恤，略減租金，共渡時艱。
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已開始在全球不同的國家使用，有部份人
在接種後出現副作用及身體不適，求主醫治他們。香港政府訂
購的新冠肺炎疫苗最快下月抵港，求主保守疫苗的功效及安全
性，減少接種後可能會出現的不良副作用。
油麻地及佐敦一帶多座大廈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令該處成為「疫
區」
，求主止息病毒在社區中傳播。
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在這段不能如常聚會見面的日子中，能以不
同的方法彼此關心，互相守望代禱，一同渡過艱困的日子。
請繼續為 322 交屋宇署檢查，盼望一切修改能符合屋宇署要求，並
能盡早批出入伙紙，以便進行室內裝修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