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8 月 29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曹錦能牧師
司琴：翁文慧姊妹
主席：莊燕玲幹事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約 13:1-20．．． 曹錦能牧師
講道．．．．讓我服事讓我愛．．．．．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曹錦能牧師
祝福．．．．．．．．．．．．
曹錦能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8 月 28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用鹽調和
講員．．．．．．． 余劍雲牧師
經文．．．．．． 歌羅西書四 2-6
主席． 伍惠香姊妹、黃潔萍姊妹
司琴．．．．．．． 李蔚麗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異鄉人
講員．．．．．．．． 朱莉傳道
經文．．．．．．． 彼前 1:1-9
主席．．．．．．． 李懷蓉傳道
敬拜隊．．．．．．．．． Zera

2021 年 8 月 29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 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講員：曹錦能牧師
司琴：頌讚之聲
主席：鄧惠玲傳道
敬拜隊：頌讚之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升 TEEN 祝福禮．．．．．．．． 王華燦牧師
讀經．．．．．約 13:1-20．．． 曹錦能牧師
講道．．．．讓我服事讓我愛．．．．．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曹錦能牧師
祝福．．．．．．．．．．．．
曹錦能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曹錦能牧師
司琴：頌讚之聲
主席：鄧惠玲傳道
敬拜隊：頌讚之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約 13:1-20．．． 曹錦能牧師
講道．．．．讓我服事讓我愛．．．．．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曹錦能牧師
祝福．．．．．．．．．．．．
曹錦能牧師

下午堂崇拜～ ～ ～ ～ ～ ～ ～ ～ 下午三時正

2021 年 9 月 1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 讓我服事讓我愛
講員．．．．．．． 曹錦能牧師
經文．．．．．．． 約 13:1-20
主席．．．．．．． 鄭曼莉姊妹
司琴．．．．．．． 周潔珠姊妹

講員：曹錦能牧師
司琴：黃惠萊姊妹
主席：楊思思姊妹
敬拜隊：甘泉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約 13:1-20．．． 曹錦能牧師
講道．．．．讓我服事讓我愛．．．．．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曹錦能牧師
祝福．．．．．．．．．．．．
曹錦能牧師

家事報告
1. 下主日(9 月 5 日)及 9 月 12 日(星期日)因培靈研經會及堂慶崇拜，下
午堂崇拜(3:00)暫停。
2. 培靈研經會 9 月 4 日(星期六)晚上 7:00 及 9 月 5 日(星期日)早上 10:45
及中午 12:30 亦同時安排直播，會眾可在家中參與，教會網頁的直播
崇拜將於當天晚上結束。
3. 9 月 12 日(主日)堂慶崇拜早上 11:00 將會照樣安排直播，會眾可在家
中參與，教會網頁的直播崇拜將於當天晚上結束，另 9 月 12 日(主日)
中午及下午堂崇拜均暫停。
4. 9 月 12 日(主日)為本堂堂慶，當日晨星暫停刊印，奉獻徵信錄將延後
一周(9 月 19 日)刊登。


9 月份崇拜改動
日期

主日

聚會時間

9 月 5 日 培靈研經會 清晨堂(9:00)、早堂(10:45)、中午堂(12:30)。
(星期日)

下午堂(3:00)暫停。
(註:早堂有小童及幼童牧區聚會)

9 月 12 日
(星期日)

堂慶崇拜

清晨堂(9:00)、 早堂(11:00)。
中午堂(12:30)及下午堂(3:00)暫停。
(註:早堂沒有兒童聚會，家長需自行照顧)



網上靈修
由去年疫情開始，同工們透過撰寫靈修經文及導引，藉此在未能出席教
會實體崇拜聚會下，幫助信徒網上靈修，因人力時間所限，本堂安排的
靈修資料將到 9 月 12 日止，謝謝各位參與。往後我們鼓勵信徒選用建道
神學院手機應用程式「爾道自建」作為靈修默想，相信透過所提供的靈
修默想資料，信徒皆可獲得幫助。如對下載「爾道自建」手機應用程式
有問題查詢，請與本堂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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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田主日崇拜暫停通告
本堂在嶺南小學舉行的主日崇拜因各樣原因需要暫停，期間我們嘗試安
排在「白田更新教育中心」舉行周五崇拜，發覺對白田區的信徒及周圍
街坊都有良好反應，又因著未來主日時段事奉人手緊張，而同工亦需要
調配協助本堂主日的服侍，更因著防疫的限制，未來進入學校可能需要
注射疫苗及做檢測，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本堂暫停白田嶺南小學的主日
崇拜，轉變為每星期五早上，在白田「更新教育中心」舉行崇拜聚會，
至於有信徒習慣返白田聚會，我們盼望可轉回本堂或參與周五崇拜，如
有不便請見諒，本堂將作出各樣協助。


訃告
本堂羅慧儀執事因病已於本年 8 月 25 日安息主懷，羅執事過去忠誠服侍
主，留下佳美腳踪，本堂執事同工均感難過與不捨，相信天家再聚，願
主安慰其家人，安息禮事宜將日後再公佈。

兩位新同工履新
教牧同工: 李瑞媛姊妹
感謝主帶領本堂神學生李瑞媛姊妹過去三年在中國神學研究院進修神學
課程，李姊妹已於本年六月完成課程並獲得道學碩士，本堂特此祝賀。
另由本年九月一日起，李姊妹將受聘為本堂傳道同工，主責協助青少年
事工及一般之教牧事奉。查李姊妹於本堂受洗，過去多年在本堂青年牧
區服侍，並擔任中學生逆風帶之導師，協助青少年成長。李姊妹在 2015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新聞與傳播學）
，畢業後任職
香港電台電視部（公共事務組）編導。2018 年蒙主呼召進入神學院受造
就，本年畢業並獲道學碩士，願主使用李姊妹未來的事奉，在服侍中滿
得上帝恩典，請會眾繼續為李姊妹守望禱告。
李瑞媛傳道自我介紹
由中學信主至今，我一直在九龍靈糧堂聚會和服侍，這裡是孕育我成長、
幫助我認識神的地方。大學畢業後，我從事傳媒工作，做訪問以及製作
節目的過程令我更肯定自己對人的生命故事的好奇及熱忱。後來我經歷
了一次難忘的短宣之旅，啟發我對事奉、神的愛有更深的反思。感謝神
一步步的帶領及感動，祂呼召我走上全職事奉的路，讓我進入神學院進
修，接受裝備。
神學院的學習不單是增進聖經、神學等知識，更訓練我如何作信仰反思，
學習與他人溝通及協作。神亦給予我很多空間及支援，讓我重新認識自
己的生命，學習欣賞自己的性情，接納自己的限制，這過程也使我與神
的關係更加親近。
在這段學習期間，我與同學們還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社會環境、疫情、
網上上課等，我們都經歷不同程度的變化、創傷和迷惘，印象依然深刻。
神卻藉著這些處境讓我認清，我與這個城市連繫在一起，同呼同吸，我
未來的事奉亦與這個社群密不可分，神確切地呼召我，要在堂會中牧養，
與這地的人、特別是與年青人同行。
能帶著這樣的領受，回到九龍靈糧堂服侍，是神的恩典，讓我換個角色，
與這個栽培我的群體一同成長，以神的話語與弟兄姊妹彼此提醒，互相
勸勉。堂會已經走過了七十年，如今再面對世代的變幻，即使前路不容
易走，盼望我們仍能一同見證神對整個群體的更新與塑造，見證神怎樣
在困難中與我們同行同在。

多媒體事工幹事(部份時間): 李熬霜姊妹
過去一年因著疫情叫教會看重媒體的使用，經過這段時間，本堂有感多
媒體發展可以一方面協助本堂牧養事工，另一方面亦開拓福音工作，藉
此可接觸更多未信者。感謝主感動本堂會友李熬霜姊妹，由本年 9 月 1
日起，受聘為本堂部份時間多媒體事工幹事，協助本堂多媒體事工發展。
查李熬霜姊妹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主修電影並獲社會科學學士，
姊妹自小在本堂成長，去年亦協助本堂製作《受苦節默想》及《我們都
是這樣長大的》音樂短片，姊妹對藉著多媒體服侍主甚有負擔，本堂為
此感恩，願主使用李姊妹未來的事奉，在服侍中經歷上帝恩典，請會眾
繼續為李姊妹禱告。
李熬霜姊妹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李熬霜，感恩能夠以「多媒體幹事」的身份在靈糧堂服侍。
身處於多變的世代，感恩能在逆境中參與上帝奇妙的工作，讓我更確定
上帝給予「用影像見證上帝」的呼召。未來請各位多多指教！


新手媽媽組
新手媽媽的壓力非常大，也不容易找到抒發的空間。盼望藉這小組讓我
們在主內同行、同分擔。
對象：孩子年齡兩歲或以下的媽媽
日期及時間：每個月一次，平日晚上或星期日下午，每次 1.5 小時
地點：教會
備註：能暫時放下小孩讓家人照顧，媽媽自行出席為佳
報名及查詢：岑詠君傳道（233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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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約伯記 1-42 章

關懷社區大使計劃
社區關懷工作是一道福音橋樑，以具體行動傳遞基督的愛，讓更多的基
層家庭能得聞福音，轉化生命。
是次計劃招募有心志服侍社區的弟兄姊妹，將透過系統化的義工訓練，
裝備參與社區服侍，從靈命塑造、服侍技巧和心態、並於社區中實踐所
學，學習與受惠者同行，從而擁抱服侍鄰舍的異象，拓展上帝國度。
有意者需要先出席 Zoom 簡介會:
時間: 2021 年 9 月 25 日(六) 晚上 8:30:
地點: ZOOM
報名請按連結 https://forms.gle/YB4aVY9QpPdUEaLG9、
掃瞄二維碼、或到辦公室登記。
如有查詢，請聯絡周國蘭傳道或梁桂霞傳道 (電話：2336-1696)。


清晨堂唱頌歌詞

《天地讚美》
（曲:吉中鳴，詞:鄭楚萍，版權:ACM）

地與海奏出歌韻，磐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頌，雲霧同頌吹送，全地奏響聲勢無比。
頌讚聲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事奉，高唱萬有之上，
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 讓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讓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單單仰望祢》(曲、詞：鄧淑儀，版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全心全意，渴慕我主，敬拜讚美全獻給祢，
全心全意愛慕恩主，應當單單仰望祢。
祢用慈愛雙臂，圍繞我免受災害，
祢用憐憫的愛，溶解我軟弱無助！
我的心單單仰望你，願祢恩光照遍全地，
在每天都稱頌祢，願我一生永遠屬祢！
《傾出愛》(曲:盛曉玫，粵譯:Simon

Chung，版權:泥土音樂)

無窮大愛於天上來，多廣闊，就如海。
難盛載、難測透、不可理解。完全是祢，與我共行，
將心獻，沒離開，來活過願以畢生傾出愛。
* 基督深恩激發我，今一生得釋放，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
基督深恩光照我，心熾熱在蔓延，祢我一起同心獻傾出愛。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來高聲唱》
（版權:以琳書房）

來!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尊崇大君王。
來!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尊崇大君王。
*

惟有祂配得讚美，因祂是主。
昔在、今在、快來君王。
萬膝要跪拜，萬口都要承認：祂是主耶穌，
祂是主耶穌，祂是主耶穌基督！

《我的救贖者活著》(詞:萬美蘭、游智婷，曲: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願祢的話》(曲/詞：夏昊霝，版權：愛敬拜)
願祢的話成就在我身上，我願順服仰望，
願祢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因祢是我的王。
* 願祢的靈照祢應許降臨在這裡，至高者的能力復庇這地，
我深相信祢的話語滿有能力，我願意降服祢照祢的話而行。
Bridge 使我因祢話語，成為蒙恩的兒女，
因祢的靈與我同行，祢話語的能力，
如今充滿在我心，使我心得堅立。

下午堂唱頌歌詞

《我獻上感謝》
(詞、曲: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獻上感謝，因祢恩典滿溢，謙卑祢面前，萬事皆屬於祢。
我獻上感謝，因爭戰在於祢，只願不斷感謝，定睛仰望祢。
* 我感謝祢，耶穌，稱頌祢聖名。祢的慈愛存到永遠。
我感謝祢，耶穌，因祢本為善；祢的信實直到萬代。
要以感謝進入祢的門，要以讚美進入祢的院。
要以感謝進入祢的門，要以讚美進入祢的院。(重覆*)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詞/曲:馬啟邦，編曲:潘盈慧，版權:敬拜者使團)
1.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榮耀遍全地，在禱告良辰，靜觀祢的美。
恬靜，我沉默主座前，毋用多片言，在禱告前，祢已清楚我需要。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由祢全權來帶領。
*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2. 今日，我求問主的國，求問主的義，王的旨意，如陽光遍地彰顯。
*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Bridge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國度權柄榮耀，全屬祢直到永遠。

四堂回應詩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聖徒詩歌 381)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想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凄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
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
願意受虧損來度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祢活在這裡時，祢也是如此過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好使近祢的人得安適。
我今不知前途究竟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還原；
所以讓我學習祢那樣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
求祢在這慘淡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祢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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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代禱欄 (8 月 29 日至 9 月 4 日)



印度尼西亞
占碑省是印尼其中一個省，位於蘇門答臘東部，原住民主要為馬來
族，此外還有爪哇族、葛林芝族和米南加保族等。約 100 萬的占碑
馬來人來說，巴當哈里河與其支流，他們在此捕魚，是離不開的生
計來源。占碑省是蘇門答臘島其中一處伊斯蘭勢力深厚之地，每個
村莊都有清真寺或祈禱所，和伊斯蘭宗教學校。但就像許多印尼的
穆斯林一樣，占碑的伊斯蘭信仰參雜了民間的泛靈習俗，有很多傳
統儀式，並會尋求巫師、獻祭給諸靈。
禱告：
求主感動印尼基督徒能搬到占碑馬來人當中，關愛他們，與他們建
立美好的關係，也幫助占碑人找到更好的新生活方式，適應外來的
移民，和睦同居。
祝福占碑馬來人在基督徒身上看見神的愛與美好，願意敞開心門來
認識基督，生命被真理更新，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並興起許多
被聖靈充滿、為主火熱的門徒，為主得人。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在疫情中
的平安，感恩貧民區教育在 8 月底完成第一個學期，求聖靈作深化
工作，讓貧民區能轉化。
感恩 9 月份往東北部的短宣籌備工作看見神的恩典，宣教認獻已達
標還多出一倍的獻金，現今除了短宣的開支外，還可多買些聖經送
給初信者。
感恩第一批傳福音訓練也完成，有 5 位傳福音實習學員請了未信親
友回來教會聆聽福音,結果每位親友都歸主，請為初信者禱告。
由於本港出生率下跌，加上受疫情及移民增加的影響，不少幼
稚園收生明顯下跌。不少幼稚園面對財政困難而需要裁減人手，
或教職員需要凍薪，對幼稚園教育的穩定性造成負面影響。我
們禱告主感動政府能提供額外的資助，協助幼稚園應對營運難
關，讓幼稚園有穩定的教師團隊。
近月的移民潮遺下很多孤單的老人家。求主賜恩周圍的老友記，
互相守望關顧，彼此照應，開解心情，扶持渡過孤寂的生活！
繼續為 322 的渠務工程禱告，盼順利批出通渠交通申請。
為患病肢體祈禱，因疫情減弱探訪關顧，患病肢體更需要同行關心
的弟兄姊妹，求主加派天使守護。
為培靈會及堂慶崇拜禱告，求主使用講員的教導，讓弟兄姊妹在這
大時代更以信仰面對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