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7 月 25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周國蘭傳道
司琴：張美玲姊妹
主席：陳淑儀傳道
敬拜隊：非拉鐵非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陳淑儀傳道
讀經．．．．．斯二 5-23．．．． 陳淑儀傳道
講道．．．．上帝豈是沉默！．．．．．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周國蘭傳道
祝福．．．．．．．．．．．．．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7 月 24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世上的光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約翰福音 8:12-20
主席．．．．．．． 簡民基牧師
司琴．．．．．．． 黃睿軒弟兄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將神的國帶進職場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創世記 1:26-28
主席．．．．．．． 游展晴姊妹
敬拜隊．．．．．．． Followers

2021 年 7 月 25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 上午十時正

因聚會點裝修
崇拜暫停至 9 月 12 日

2021 年 7 月 28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 上帝豈是沉默！
講員．．．．．．． 周國蘭傳道
經文．．．．．．．． 斯二 5-23
主席．．．．．．． 曹錦能牧師
司琴．．．．．．． 周潔珠姊妹

講員：周國蘭傳道
司琴：Miracle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加百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周國蘭傳道
讀經．．．．．斯二 5-23．．．． 周國蘭傳道
講道．．．．上帝豈是沉默！．．．．．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周國蘭傳道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周國蘭傳道
司琴：Miracle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加百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斯二 5-23．．．． 王華燦牧師
講道．．．．上帝豈是沉默！．．．．．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周國蘭傳道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水禮) ～～～～～下午三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主席：曹錦能牧師
敬拜隊：麥子
敬拜．．．．．．．．．．．．．．．． 主席
證道．．．．．．．．．．．．． 祝宗麒牧師
灑水禮．．．．．．．．．．．． 簡民基牧師
浸禮．．．．．．．．．．．．． 王華燦牧師
回應詩．．．．．．．．．．．．．．． 主席
祝福．．．．．．．．．．．．． 曹錦能牧師

家事報告
1. 凡報讀本堂基教課程、水禮班等(包括透過本堂網頁 google form)，
除非有指定要求，否則請已報名者自行依時上課，不再另行通知。
2. 今主日下午堂舉行浸禮崇拜，凡參加水禮者請 2:00-2:15 到一樓報到。
3. 請有心志作執事的肢體盡早交執事選舉提名表，以便安排約見。


入會禮
凡參加是次入會禮信徒(應屆水禮及轉會肢體)，請出席下列其中一堂崇
拜以便進行入會禮。
7 月 31 日(星期六)

長者崇拜: 下午 2:00
青年崇拜: 下午 4:00

8 月 1 日(星期日)

主日早堂: 上午 10:45



趙世光牧師生平、建堂與普世宣教
日期: 8 月 7 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 7:30-9:30
地點: 本堂一樓
內容: 分享趙世光牧師差傳的歷史，在不同地方建立福音工作。
講員: 畢姚芬牧師


我的九龍靈糧堂@70 周年堂慶
「一步一腳印
」
提交方法： 上載至 https://forms.gle/BRdfKMeSCtQQL45j7
最後截止日期：7 月 31 日(六)
＊所有作品，會逐一按主題需要而作出選取並展示。
詳情請留意教會網頁，或致電教會辦公室向梁桂霞傳道及
李懷蓉傳道查詢（2336 1696）。

培靈研經會
主題: 新約中的舊約 — 經文在世代更新中再詮釋
講員: 陳偉迦牧師(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
9 月 4 日(星期六晚)
7:00-8:15
8:30-9:15

第一講: 不可思議的救恩
(路加福音一章 1 至 25 節)
第二講: 仍擁抱着舊的恩典?!
(路加福音四章 1 至 13 節)

9 月 5 日(星期日)
清晨堂 9:00-10:20

第三講: 於人不滿的救恩

早堂 10:45-12:15

(路加福音四章 16 至 30 節)

中午堂 12:30-2:00

第四講: 仍渴望舊的君王觀?!
(路加福音十九章 35 至 40 節)
(*是日下午堂暫停一次)



通告
本堂剛收到環球福音差會通知，本堂熊文傑宣教士伉儷已完成西非的宣
教工作，他們夫婦在尋求主的引導下，清晰神帶領他們回港事奉。因此，
熊文傑宣教士擬於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將就任宣道會華基堂的主任牧師一
職，在港繼續事奉神。
本堂感謝會眾過去一直對熊文傑牧師各方面的支持，唯其西非宣教事工
暫告一段落，請會眾繼續為其一家在港服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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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路加福音(1-24)、 詩篇(81-110)

九龍靈糧堂
任期制執事選舉提名
為了要建立僕人領袖的領導事奉群體，並本著聖經的真理、聖靈的引導，
共同帶領教會，興旺福音，本堂已經確立長老執事選立規則。繼去年選出
任期制執事後，本年將於 2021 年 10 月 13、16 及 17 日在各堂崇拜後舉行
『任期制執事選舉會』，由本堂會友選出任期制執事。任期制執事的提名
將於本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進行。茲公佈有關執事候選人資格，並誠
邀有意承擔教會領導事奉的會友參加。
候選人基本資格：
a) 本堂會友，年 25 歲或以上，重生得救。
b) 在執事選舉會前三年 (由 2021 年 10 月 17 日計)內在教會任何具職銜
之事奉崗位中參與事奉，並獲 5 名本堂會友提名方可出選。
c) 同意有關本堂常務長執選立規則的條文，並經常務長執會審核資格。
d) 願意履行執事的職份至任期完結(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在任期內須出席定期會議，共襄聖工。
e) 非本堂受聘的牧師、傳道同工或其配偶。
※合共選出 3 個席位
參選辦法：
參選會友可於提名期間在一樓大堂玻璃桌上或辦公室索取「2021 任期制執
事參選及提名表格」，填寫個人資料，並獲得 5 名本堂會友提名後，將表
格交回王華燦牧師或簡民基牧師。
提名期：2021 年 7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查

詢：王華燦牧師 或 簡民基牧師 (電話：2336-1696)

*詳情請參考「2021 年任期制執事選舉簡章」

九龍靈糧堂常務長執會

70 周年堂慶
「禱告@主前」
棄絕罪惡 以神為國

九龍靈糧堂是蒙上帝的憐憫及恩典的教會，屹立至今七十年，標誌著上帝
同在的榮耀。
靈糧兒女既是被上帝揀選的君尊祭司，就當舉起聖潔的手，為列國的爭鬥
及新冠疫情帶來的傷害及死亡，呼求上帝的憐憫，好叫世界得知「以耶和
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詩三十三 12）惟有上帝在列國中掌權，萬族萬民回轉敬拜至高者的時候，
上帝的祝福及憐憫就如恩雨降下，遍滿全地，是世人眼未曾見，耳未曾聽
的大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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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全地！
歡迎信徒齊來參與教會 70 周年堂慶之「禱告@主前」，
每一周的星期五，按教會提供的禱文禱告，呈獻給主裊
裊馨香祭！詳細參考教會的網頁。
「禱告@主前」經文：
https://kllc.org.hk/menu_KLLC70thAnn

7-10 月成長目標：感恩與慶典
雖然因著疫情我們許多活動也減少或更改，然而我們不忘這段時間為靈
糧堂 70 周年獻上感恩。在這 4 個月裡面，我們盼望藉著不同的方式表達
向上帝感恩，鼓勵會眾一起參與其中，包括：
- 出席 9 月的培靈研經會及堂慶崇拜。
- 出席專題講座，認識趙世光牧師的生平、建堂及其普世宣教事工。
- 投稿文字分享一些靈糧堂感恩的事情。
- 參與網上「禱告@主前」，為教會禱告。
- 分享個人作品(詩歌創作、畫作...)，參與一步一腳印的投稿。


參加崇拜需知
1. 崇拜開始請記得關電話或轉靜音模式－ 崇拜進行中請勿通電話，或進
行拍攝或攝錄，手機除用作閱讀聖經及做筆記，閱讀教會資訊，請勿
用作打遊戲機、看臉書、或其他與崇拜無關的活動等。
2. 聖餐崇拜進行期間，需為保持安靜－不應作出交談，如非必要請勿進
出會場，以免對默想中的信徒造成騷擾，遲來者請在門外(一、二或三
樓副堂)稍候，待聖餐完結後才進場，若需領聖餐請知會司事，同時必
須餅與杯同領，並自行安靜默想。
3. 為尊崇上主，崇拜衣著以端莊為重 － 需避免暴露及不雅造成尷尬，
請勿穿人字拖鞋、吊帶背心、低胸、露背、露臍、透視衣著、過短的
短褲或迷你裙等(有需要者可取披肩)。
我們感謝大多數信徒都能遵守崇拜出席應有的禮儀，為不時有外來朋友參
加本堂崇拜，為此，亦需不斷作出提醒，多謝各位合作。


網上雙周祈禱會(ZOO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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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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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提提你
課程
信仰探索班

日期
每月第二及
第四個主日

時間
地點/形式 截止日期
A 班：上午
實體
不適用
10:45-12:15
B 班：下午
網上
不適用
2:00-3:3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查詢或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 1696)



安息禮拜公告
1.

黎杰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7 月 28 日(星期三)早上 11:00 在聖安
德烈堂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黎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
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2.

胡勝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7 月 28 日(星期三)晚上 7:30 在世界殯
儀館舉行追思禮，翌日(星期四)早上 10:3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胡
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講道大綱

周國蘭傳道

講題：上帝豈是沉默！
經文：以斯帖記二 5-23
一.沒有父母失去蔭庇 上帝的憐愛

二.沒有選擇失去自由 上帝的揀選

三.沒有身份失去國籍 上帝的子民

回應問題：
1.

要在這個時代作個跟隨主的門徒，你的困難是什麼？

2.

當你在困境中，經歷沉默上帝的時候，你會有怎樣的反應？

3.

你對在逆境中「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有什麼的看法？

4.

在今日大時代的挑戰下，你認為我們如何在所處身的家庭，職場，
社會表明基督徒的身份，與上帝同行呢？

清晨堂唱頌歌詞

《在至高之處》
(詞/曲：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在至高之處，我獻上感恩，在至高之處，我舉手敬拜。
天使天軍同聲讚美耶穌，最大的榮耀，都歸於祢。
*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祢配得最大的榮耀。
《祢是我惟一的倚靠》(曲/詞：鄧淑儀，版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主常聽我禱告，陪伴我走過每個黑夜，
安慰我明白我軟弱，扶助我，引領我向前行。
* 來到祢跟前宣告，祢是我神我力量，祢是我的山寨，
是我保障，是我拯救，祢是我惟一的倚靠。
縱使地改變，高山震動，潮浪雖翻騰拍岸，
我仍要宣告祢是我的倚靠，祢是我惟一的倚靠。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祢真偉大》
(靈糧詩選第 19 首)

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向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祢真偉大。
*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只要祝福》（曲、詞：霍志鵬，版權：敬拜者使團）
只有祝福令我欣慰，祂每天細心拖帶，給我鼓舞為我打氣。
祂陪伴同上路，神導引讓我躺青草處，越過死蔭幽谷。
慈愛盛載，福杯充滿，同渡過一世一生。
願我生命只要祝福，突破不足畏懼心態。
神愛讓我活在恩典，充滿祝福，就算手中只有一點，
願獻主成千億祝福，神永讓我活在恩典中，讚美。
1.

三堂回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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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堂唱頌歌詞

《讚美主》
(曲：金培達，詞：劉向榮、鄭楚萍、郭多加、張靜珊，版權:ACM)

1. 歡欣歌聲讚頌響遍四方，歡呼聲充滿各方，
赦罪救萬人困苦得釋放，全是那奇妙救恩；
2. 祂的恩光今天普照四方，叫世界黑暗變光，
新的開始有美好的境況，奇妙愛今我頌讚。
* 讚美主，愛是從來源源不間斷，
歌唱到永遠不怕倦未曾停斷；
讚美主，創造和諧完全的美善，
萬物同和應，大地亦高唱，
讚頌永不止息，願榮耀永屬救主，到萬世。
《耶穌我感謝祢》
(曲、詞：方文聰，編曲：Philia Yuen，版權：玻璃海樂團)

當我軟弱祢沒有離場，祢安慰我在愛裡堅壯，
仍會跌倒，仍會失信，在羞愧裡祢找到我，
作我永遠依靠。
* 耶穌我感謝祢，從恩典內找到自己，
在祢手中破碎都可完美，祢大能療愈我心扉。
耶穌我感謝祢，暴風裡我心卻安定，
在祢手中患難暗藏祝福，祢意念是賜下平安，
是我永遠的依靠。
灑水禮．．．．．．．．．．．．．．．．．．．簡民基牧師
弟兄：陸家、羅連揚、黃偉、趙健文
姊妹：羅玉禎

《快樂日》
快樂日，快樂日，救主洗淨我眾罪孽！
浸禮．．．．．．．．．．．．．．．．．．．．王華燦牧師
弟兄： 沈偉雄、黃威恒、歐陽嘉威、鍾天瀚、余恪翹、
劉愷信、黃百臻、賴証恩
姊妹： 馮敏欣、劉潔瑩、繆冬妮、高樂穎、郭家齊、
楊紫晴、黃諾珩、林心怡、陳心陶、陳千睿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7 月 25 日至 7 月 31 日)



中國 - 草苗族
草苗族住在廣西自治區、貴州和湖南交界的陡峭山坡上。在許多草
苗族的村莊里，常可以看到有著重重迭迭，向上翻飛屋簷的鼓樓，
那份精雕細琢，簡直就是中國建築的翻版。草苗族是屬於苗族的一
支少數民族，有 10 萬多人口的草苗族從來不曾聽到耶穌的名字。
他們相信萬物皆有靈，敬拜各種神明和祖先，也信任村子里的薩滿
可以藉著獻祭和各種儀式，幫助他們消弭神明的怒氣。他們是從未
接觸過福音的族群，只能活在恐懼中，因為他們對這位創造他們，
願意給他們完全之愛的獨一真神一無所知。
禱告：
創天造地的主完全知道草苗族是誰，求主帶領他們單單在主裡找到
自己的身份與地位。
每一個草苗族的村莊能夠歸向上帝，一起來敬拜祂。求主憐憫草苗
族，願他們對一生恐懼神明的心態感到不滿足，而開始尋求真神，
直到得著這位說「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的上帝所賜的救恩。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他們將於
九月去東北部馬可（同工）的家鄉短宣，為此開始有祈禱鏈，將短
宣的祈禱事項發給弟兄姊妹直至短宣完結。請為他們的祈禱鏈禱告，
以祈禱去將宣教心燃起。
他們的短宣傳福音培訓工作，進入背誦和練習的階段，求主幫助組
員能純熟地操作。他們的工作開始沉重，求主加力給他們，有一顆
熱愛傳福音的心。
金管局指出，全球低利率環境很可能持續，繼續不利銀行淨息
差表現，銀行業盈利前景仍將充滿挑戰；再加上經濟復甦走勢
仍不很明朗，有關風險因素在近期內將繼續影響銀行業貸款質
素及盈利。現時銀行業漸多採用網上服務來減少營運的支出，
前線員工因而面對裁員和愈大工作的壓力。我們為此禱告，記
念他們的需要。
香港再次經歷移民潮，記念每一個家庭所面對的新的挑戰，也
記念繼續在香港生活的每一位能夠守望相助，也盼望教會在這
片地土成為燈臺上的明光。
繼續記念 322 渠務工程，求主施恩看顧，叫渠務工程早日完成。
暑假已經開始，但受到疫情的影響，許多暑期活動都在很受限
制的情況下進行。請記念每一位學生仍能享受有益身心的活動，
更求主帶領教會青少年的同工有智慧與體力帶領青少年在各種
活動中有生命的成長與靈命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