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9 月 5 日
培靈主日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陳偉迦牧師

司琴：高文惠姊妹

主席：祝宗麒牧師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路四 16-30．．． 祝宗麒牧師
講道．．．3)於人不滿的救恩．． 陳偉迦牧師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祝福．．．．．．．．．．．．． 祝宗麒牧師

2021 年 9 月 4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復活（1）：總不丟棄！
講員．．．．．．． 簡民基牧師
經文．．． 約翰福音六章 35-40 節
主席． 劉崇達執事、楊美娟姊妹
司琴．．．．．．． 黃睿軒弟兄
聖餐．．．．．．． 簡民基牧師

培靈會(同步直播)～晚上七時正
(與青年崇拜結合)
講題．． 1) 不可思議的救恩
2) 仍擁抱着舊的恩典?!
講員．．．．．．． 陳偉迦牧師
主席．．．．．．． 曹錦能牧師
敬拜隊．．．．．．．．． Shema

2021 年 9 月 5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 上午十時正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陳偉迦牧師

司琴：高文惠姊妹

主席：祝宗麒牧師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路四 16-30．．． 祝宗麒牧師
講道．．．3)於人不滿的救恩．． 陳偉迦牧師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陳偉迦牧師

司琴：朱啟迪弟兄

主席：王華燦牧師

敬拜隊：香草山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路十九 35-40．．． 王華燦牧師

崇拜暫停

講道．．4)仍渴望舊的君王觀?!． 陳偉迦牧師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2021 年 9 月 8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歸與耶和華的禱告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撒上 1:1-28
主席．．．．．．． 盧銀鳴幹事
司琴．．．．．．． 李懷蓉傳道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 ～ ～ ～ ～ ～ ～ ～ 下午三時正

(聯合清晨堂、早堂及中午堂)

家事報告
1. 感謝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陳偉迦牧師到本堂主領一連兩天的培
靈研經會，願主親自報答。
2. 下主日(9 月 12 日)為本堂七十同年堂慶崇拜，分為早上 9 時及 11 時
兩堂崇拜。中午堂(12:30)及下午堂(3:00)崇拜暫停一次。
3. 下主日(9 月 12 日)早上 11 時堂慶崇拜設有兒童牧區聚會，家長可照
常把孩子帶到本堂四樓(幼童)及五樓(小學生)兒童崇拜聚會。
4. 9 月 12 日(主日)的晨星將暫停刊印，晨星的奉獻徵信錄將延後一周(9
月 19 日)刊登。
5. 第 161 屆水禮(7 月 25 日)及入會禮(8 月 1 日)相片已透過電郵發出，
請受洗者留意電郵信箱，並於 9 月 30 日前下載相關片段及相片。
（日
期過後便會下架，多謝合作）


9 月份崇拜改動
日期

主日

9 月 12 日

堂慶崇拜

(星期日)

聚會時間
清晨堂(9:00)、 早堂(11:00)。
中午堂(12:30)及下午堂(3:00)暫停。
(註:兒童牧區聚會照常)



白田事工~『讀聖經 學英文 傳福音』
【招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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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1. 所需資歷：高中程度，無需教學經驗，
與團隊一同配搭事奉（需接受導師培訓）。
2. 事奉時間：星期六早上 10:00-12:30，為期一年。
報名請按入連結https://bit.ly/2Y5GolV，
或掃瞄 QR Code，或聯絡辦公室 23361696 登記。查詢請
聯絡梁桂霞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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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逢星期五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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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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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9 月 18 日
如有查詢，請聯絡周國蘭傳道或梁桂霞傳道 (電話：2336-1696)。


安息主懷
本堂羅慧儀執事已於本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早上安息主懷，謹定於 9
月 16 日（星期四）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舉行安息禮，翌日（星期五）
早上 11:00 舉行出殯禮，祈盼認識羅執事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
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70 周年堂慶
「禱告@主前」
稱頌祂聖名 述說祂奇事

時光荏苒，不經不覺我們為紀念九龍靈糧堂建堂 70 周年，開始的「禱告
＠主前」禱告運動，同心以禱告為祭呈獻給上帝，已進入尾聲。感謝弟兄
姊妹積極的參與，深信過去九個月來我們給上帝獻上裊裊馨香祭，已達到
上帝的寶座前，祂已垂聽，祂已悅納。建立九龍靈糧堂及憐愛眾靈糧兒女
的上帝，必會按祂旨意及時間成就一切過於我們所想及所求！

感謝大家的支持，九月堂慶月後，
「禱告＠主
前」將會完滿結束，惟盼靈糧兒女毋忘上帝
給我們禱告的權柄，繼續以禱告為祭，為教
會及全地守望代禱，祝福萬國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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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主前」經文： https://kllc.org.hk/menu_KLLC70thAnn

2021 年基教部冬季(10-12 月)課程簡介
歸納式研經法 OIA
聖經是寶藏，但需要鑰匙開啟！歸納式研經法能極有效地幫助我們閱讀並
查考佔聖經絕大部分的文體: 敘述文與議論文。本課程針對有志委身學習
預備查經資料，並帶領小組查經的弟兄姊妹。
目的：培育能自行預備查經內容的小組查經事奉者
要求：1. 出席全部堂課
2. 願意投入時間，完成查經功課
日期：1. 理論課：2021 年 10 月 3 日至 10 月 24 日(共四堂)
及期：1. 理論課：逢星期日 下午 2:30 - 4:30
時間 2. 實踐課：2021 年 11 月 7，21 日及 12 月 5 日(共三堂)
隔周主日 下午 2:30 - 4:30
地點：待定
導師：林晶傳道
人數：6 -12 人
截止：26/9/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329vVZzwNoQseqES7 或
到「基教部」壁佈板索取表格報名

———————————————————————————
2021 年(10 月)水禮班

2021 年水禮暫定於 12 月 19 日(星期日)下午舉行，凡有意於當日受浸者必
須報讀課程。
Ａ班
對象：凡年滿16歲以上
日期：2021年10月3日至
10月24日(10/10停課，共四堂)
時間：逢星期日 早上9:00-10: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余劍雲牧師
Ｂ班
截止：26/9/2021(主日)
對象：長者
報名：https://forms.gle/MQ
日期︰2021年10月5日至11月2日
sK6uFLSfYAwWma7
(共五堂)
或到「基教部」壁佈板
時間︰逢星期二 下午2:30-4:00
索取表格報名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簡民基牧師

＜以斯帖記＞網上查經
舊約只有兩卷書以女子命名，以斯帖記是其中一卷；舊約只有兩卷書全卷
都沒有記載神的名字，以斯帖記是其中一卷；舊約只有兩卷書記載猶太人
在亡國之後身處異邦的故事，主角至終沒有返回故鄉，以斯帖記是其中一
卷 — 獨特的故事背景，加上重大的民族危機，以斯帖記向讀者展現一位
怎樣的上帝救贖故事? 一連 6 堂的網上查經，盼望在查經的樂趣中，我們
一起看見上帝獨特的作為。
日期：2021 年 10 月 21 日 至 11 月 25 日(共六堂)
時間：逢星期四晚上 8:30 - 9:30
地點：以 Zoom 形式上課
導師：曹錦能牧師
截止：17/10/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WQ2VhQyZQbJxwwrk7 或
到「基教部」壁佈板索取表格報名

———————————————————————————
成長課程(一)：認識聖經
成長課程共分為四個階段，除認識聖經外，尚有「認識教會」
，
「認識敬拜」
及「認識靈修」等，目的為要幫助信徒在信仰生命及價值觀上建立一良好
穩固的根基，均適合追求生命成長信徒學習，以致屬靈生命能成長並帶來
生命的改變。
內容：1 聖經各經卷主題
2 聖經的成書
3 聖經的大綱，內容分類
4 聖經的歷史，語言及背景文化
對象：初信者或有興趣認識聖經及生命成長的信徒
日期：2021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1 日 (共四堂)
時間：逢星期四 晚上 8:00 - 9: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王華燦牧師
截止：17/10/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iBostEWxz3qbGBcY7 或
到「基教部」壁佈板索取表格報名

＜屬靈操練禮讚＞研讀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提前四 8)在急速煩囂
的生活中，我們實在需要規劃空間，實踐操練靈命，讓屬天的愛進佔我們
內心。盼望透過一起研讀此書，看到靈命操練的可貴兼可行之處，且讓它
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體現上帝賜予我們的自由與喜樂。
要求：自行購買課本（作者：傅士德）
日期：2021 年 10 月 24 日至 12 月 12 日(共八堂)
時間：逢星期日 下午 12:30 - 2:00
地點：待定
導師：梁桂霞傳道
截止：17/10/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1vnZGKEGpj7wcJaZ8 或
到「基教部」壁佈板索取表格報名

———————————————————————————
註 ：
1. 報名後將收到電郵確認接納報名(也可能在電郵垃圾筒內)，請到時上課，
不另通知，如有疑問請聯絡周傳道(2336 1696)。
2. 以 Zoom 形式上課，參加學員必須“開啟視訊”。上課 ID 及密碼將於
上課當日或之前會以 Whatsapp 形式送出。


網上雙周祈禱會(ZOO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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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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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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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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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摰的愛》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詞:何維健、曲:吉中鳴，版權:撒種音樂事工)

祢在十架犧牲為我，就算痛苦都跨過，發放愛光芒，
祢是我一生寄託，愁和淚不再，我現找到這平安。
祢讓我這生經歷愛，能共祢真不枉過，暖透到心內，
這份愛心中滿載，此刻到未來，祢是永恆永活那主宰。
獨有主永沒變遷，主恩每日倍添，光照著每天，祂的愛在引牽，
未畏懼種種挫折，信心的磨練，縱絕處神仍在我身邊，
神恩典愛真摯。(神千載也不變。)
《祢成就救恩》
(曲：Larry Hung，詞：朱浩廉，版權:HKACM)

是祢寧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
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
* 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
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
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祢是王。
[回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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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堂唱頌歌詞

《安靜》
（曲/詞:Reuben Morgan，中譯詞:周巽光，版權:約書亞樂團）

1.藏我在，翅膀蔭下，遮蓋我，在祢大能手中。
2.我靈安息，在基督裡，祢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 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耶穌、耶穌》(詞、曲:曾祥怡,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耶穌喔耶穌，聖潔的救贖主。耶穌、耶穌，豐富賞賜者。
耶穌喔耶穌，至高的得勝者。耶穌、耶穌，全能醫治主。
* 讓凡有氣息都說：聖哉、聖哉、聖哉。
祢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永不改變。
讓凡有氣息都說：聖哉、聖哉、聖哉。
唯有祢是配得一切榮耀，尊貴和頌讚。
《要吶喊要頌揚》(曲：Darlene Zschech，譯詞：黎展鳴，版權：迎欣出版社)
1. 在世間，萬有中，那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的愛是奇妙莫大。
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尚存，一息生氣，也要定意敬拜祢。
2. 我耶穌，我救主，祢至聖誰有能比，
一生一世，我要頌揚，祢不可思議的厚愛。
慰解者，護蔭者，作我力量避難所。
我的全人，一息尚存，不會停止敬拜祢。
* 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發響，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眾海呼喊，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要述說，祢權能，願永愛著祢，
我這生不變更，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及祢。
[回應詩]
《復興聖潔》(曲:曾祥怡，粵詞:王家峰，版權:讚美之泉)
主願祢復興我，心中的聖潔，使我心完全潔淨，
賜我重新有正直的靈。主願祢復興我，心中的聖潔，
將我分別為聖，作祢榮耀尊貴器皿。
* 我的身體今已為祢預備，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我的生命只願為祢而活，榮耀祢名。
我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一生高舉基督的聖名。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

每周代禱欄 (9 月 5 日至 9 月 11 日)



印度尼西亞 - 南蘇拉威西省
南蘇拉威西省簡稱南蘇省，是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島南半島上的一
個省，約有 36 萬人居住在蘇拉威西島，以務農為生。魯烏人成為
穆斯林已經超過四百年了。穆斯林貿易者將伊斯蘭教帶到了蘇拉威
西島，並被島上的魯烏領袖所接受，成為蘇拉威西島率先接受伊斯
蘭教的群體，但泛靈信仰至今仍深深影響他們的生活。魯烏人有特
殊的認養習慣，透過收養孩子來強化兩個家庭間（通常是親戚、朋
友）的關係與連結，孩子由親生父母與養父母共同撫養長大。
禱告：
以色列百姓為奴四百年，蒙祢救贖引領出了埃及，今有魯烏人在伊
斯蘭的轄制下也過了四百年，求祢釋放魯烏人從伊斯蘭的壓制下得
自由，好作祢的國民事奉祢。
魯烏人慣用認養的方法強化兩個家庭的關係，主祢更是在屬靈上認
養魯烏人的天父，願祢親自教養這個族群，使他們在神的家中做祢
的兒女。
禱告記念梁志韜牧師夫婦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為梁師母身體健康
繼續守望，求主使用藥物，讓她身體足夠強壯，可以回港休養。
禱告記念梁牧師身體，近來消瘦了約十磅，求主賜健康和心力去照
顧家人和事奉。
醫院管理局在去年 7 月至今年 6 月底，全職醫生包括實習醫生
及牙醫的流失率為 4.6%，全職護士的流失率更甚，達 6.5%，不
少涉及移民。而私家醫院亦面臨醫生移民致人手不足，故在公
立醫院挖角，令情況雪上加霜。其實，薪酬不及私營醫院、工
作量等問題做成人才流失。再加上人口老化及患病年輕化愈見
嚴重，都令公立醫院服務需求不斷增加。我們為此禱告，求主
賜智慧給政府加強培訓、挽留人才等，並且有長遠的政策怎樣
確保公營醫療系統可持續發展。
為新學年祈求上主幫助學校及同學，縱然仍受到疫情影響，在
新學年裡仍可精彩與充實；或有網上學習活動時，求天父保守
同學繼續用心學習，身心靈都健康愉快成長。
記念 322 未來所需的財政支出，我們相信要向銀行借貸 4 千至 5
千萬元，求主親自預備。
為教會所接觸的基層朋友及家庭祈禱，求主使他們在困難日子
裡，常存盼望，心裡倚靠主，就得平安。
為培靈會及堂慶崇拜祈禱，求主引導各項籌備工作順利，各單位同
心服侍，使用聚會成為主恩深厚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