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9 月 19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主席：杜嘉華姊妹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曹錦能牧師
家事分享．．．．．．．．．．． 曹錦能牧師
讀經．．．．箴言 15：13-14 ．． 曹錦能牧師
講道．箴言選讀：心靈的喜樂與憂傷（下）．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主禱文、差遣．．．．．．．．． 祝宗麒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9 月 18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蒙福的抉擇
講員．．．．．．． 郭基宏傳道
經文．．．．．． 申命記 28:1-14
主席．． 黃錦榮執事/陳麗萍姊妹
司琴．．．．．．． 王惠明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一生何求
講員．．．．．．．．．林晶傳道
經文．．．．．馬可福音 10:17-27
主席．．．．．．．．李瑞媛傳道
敬拜隊．．．．．．．．Emmanuel

2021 年 9 月 22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恩詩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箴言 15：13-14 ．． 祝宗麒牧師
講道．箴言選讀：心靈的喜樂與憂傷（下）．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主禱文、差遣．．．．．．．．．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箴言 15：13-14 ．． 祝宗麒牧師
講道．箴言選讀：心靈的喜樂與憂傷（下）．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主禱文、差遣．．．．．．．．． 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 ～ ～ ～ ～ ～ ～ ～ 下午三時正

崇拜暫停

講員：羅文麒牧師
司琴：張秀麗姊妹
主席：岑詠君傳道
敬拜隊：救恩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余劍雲牧師
家事分享．．．．．．．．．．． 岑詠君傳道
讀經．．．約翰福音 8:1-12 ．．．岑詠君傳道
講道．．生命何價－教會要正視的課題．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岑詠君傳道
主禱文、差遣．．．．．．．．． 余劍雲牧師

家事報告
1. 感謝主!上主日七十周年堂慶崇拜順利完成。七十周年「一步一腳印」
的作品已在地下壁報板及一樓梯間展出，感謝有關肢體對教會的付出，
歡迎會眾在地下及梯間觀賞。
2. 9 月 22 日(星期三)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同日周三晚堂亦暫停
一次。
3. 9 月 21 日(星期二)為中秋節，辦事處下午三時後暫停辦公，本堂當日
下午 5 時後亦停止一切活動。
4. 為方便教會預備 2021 年(今年)事奉人員小禮物(2022 年記事本)，請
今年事奉人員到地下差傳部壁報板登記，以便安排。
5. 崇拜開始請記得關電話或轉靜音模式，另請會眾設勿開著手機收看直
播，因耳機聲音仍會對周圍帶來滋擾。


九龍靈糧堂影音部
教會音響訓練班
對象：願意在聚會中支援音響技術工作或有興趣認識教會擴音系統的弟
對象：兄姊妹。
目標：培訓一班願意參與影音事工的弟兄姊妹並提供入門的實務知識。
資格：參加本堂聚會一年或以上及有責任感的重生基督徒。
課程：四節
日期：4/10；11/10；18/10；25/10/2021 (逢星期一)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本堂一樓
歡迎弟兄姊妹直接 WhatsApp94101366 周健榮部長。
(第一堂有 5 位會友出席方會開班)


日期：2021 年 9 月 19 日（今日）
時間：下午 12：30 - 1：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內容：遊戲、互相認識、介紹教會架構及聚會
歡迎最近參與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如有查詢或報名，
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事奉人員招募
司琴

協助各堂崇拜之司琴

曹牧師 / 辦公室報名

網絡直播

協助崇拜/聚會直播

曹牧師 / 辦公室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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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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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如有查詢，請聯絡周國蘭傳道或梁桂霞傳道 (電話：2336-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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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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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箴言選讀：心靈的喜樂與憂傷（下）
經文：箴言 15：13-14
我們都會面對心靈憂傷

信徒與情緒困擾

認識，理解，聆聽，支援

他們被看見

討論問題：
1. 你如何看信徒面對情緒困擾？怎樣理解兩者如何並存？
2. 你自己，家人，或親友有類似經驗嗎？若方面可分享？身邊的人對
這些經歷有何反應？
3. 若你認同我們都有困擾的經歷，那麼我們可以作什麼，有什麼回應？
4. 作為教會群體，我們又可以如何作？我們不是專家專業，仍有可以
支援的途徑？請分享。

清晨堂唱頌歌詞

《敬向父神》
（版權:讚美之泉）

從心底的歌聲響了，提喚我敬向父神。
神施恩的恩膏充滿，溶掉我過去封閉。
頌讚的聲音像雨點灑遍，靈內裡藏樂韻如清溪水。
頌讚的歌聲像雪花飄降，藏心中溫馨己經升起。
* 讓我衷誠感恩歌唱莫停，永永遠遠讚頌父神，
奉獻一生此身此心。讓我欣然一生跟主腳步，
此生此刻不作別求，神啊有祢已經足夠。

《盡情的敬拜》
(曲、詞：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

1. 耶穌，聖潔公義救主，彰顯神的智慧能力，
祢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滿有豐富無窮的恩典。
2. 耶穌，權柄統管萬有，配得榮耀尊貴頌讚，
我以心靈誠實盡情敬拜，坐在寶座上深愛我的主。
* 舉起我的手來敬拜祢，用生命來回應祢的愛，
哦！我的主，讓我單單在乎祢，盡情地敬拜祢。

《從心合一》

(曲：游智婷，詞：鄭懋柔，版權：讚美之泉)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Bridge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體貼神心意，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一首讚美的詩歌》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曲/詞:朱浩權，版權:沙田浸信會）

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
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 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一首讚美的詩歌，
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全心敬拜》
(曲/詞：劉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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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引》
(曲/詞 Music/Lyrics : 鄧淑儀 Yvonne Tang，版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迷失，祢以恩手帶引，流淚，祢會輕抹淚痕，
越過千山萬重，分擔傷痛，誰會像祢一樣。
如今，感激主牽引，回望，我一生足印，
我不再下沉，不怕苦困，暴風中，祢結伴同行。
神啊！祢救我於深淵裡，榮耀，永歸全能神，
讓我此生讚頌，祢奇妙應允，願我一生仰望祢。

《禱告》

三堂回應詩歌詞

(詞、曲:鄭楷，版權:讚美之泉)

禱告，因為我渺小；
禱告，因為我知道我需要明瞭，
祢心意對我重要。
禱告，已假裝不了；
禱告，因為祢的愛我需要；
祢關懷，我走過的祢都明白。
* 有些事我只想要對你說，因祢比任何人都愛我；
痛苦從眼中流下，我知道祢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來對祢說，主耶穌今天我為祢活；
所需要的力量祢天天賜給我，祢恩典夠我用。
下午堂唱頌歌詞

《來啊眾生俯伏敬拜》
(詩集：西伯作品 1，8，版權: 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

來啊！眾生俯伏敬拜。
榮耀你，讚嘆主引導最美！
遇困擾，必拯救，願終一生把你頌揚，
唯獨你配得歌頌讚美！
來啊！眾生俯伏敬拜。
常念記永遠歌唱十架愛！
罪惡滔，恩典重，被鎖今得釋放自由，
唯獨你配得歌頌讚美！

《恩典太美麗》
(曲/詞:盧永亨，版權:鄰舍聖經教會會歌)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唯求將心全然給主，
來彰顯主愛多珍貴。終生愛父神，
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獻我一生傳揚福音，
來證實主愛何寶貴！請觀看稻田，
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Coda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回應詩]

《世界之光》
（曲:曾祥怡，詞:曾祥怡、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耶穌，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
耶穌，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聖尊榮到永遠。
萬國萬民，齊來敬拜，在聖潔的光中，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天上地下齊來敬拜。
願榮耀都歸祢，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世界之光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

頌恩詩班獻詩歌詞

《主是萬王之王》

(God is the Lord of All From Samson/George F. Handel, 1685-1759. Arranged by Hal H. Hopson))

主是萬王之王；讓我們同聲讚美，讓歌聲號角讚美主。
主是萬王之王；讓我們同聲讚美，讓我們同聲，讓我們同聲讚美。
歌聲號角齊來讚美上主，歌聲號角齊來讚美上主。
美妙，美妙，歌聲號角齊來讚美上主。
主是萬王之王；讓我們同聲讚美，讓我們同聲讚美。
讓號角聲讚美。歌聲，讚美主，吹號角來讚美。
歌聲號角齊來讚美上主；因主是王，是萬王之王。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

每周代禱欄 (9 月 19 日至 9 月 25 日)



緬甸 - 福德林達依省
緬甸是東南亞一個多種族的佛教國家，由軍政府掌控。南部沿海
地區、德林達依省住著一羣約 45 萬的塔弗揚‧土瓦人。緬甸、泰
國與日本政府在此合作興建土瓦經濟特區，企圖打造東南亞最大
的工業園區及深水港。未來他們將比別人更有機會接觸到工業化、
都市化的環境，並與文化、語言很不同的群體融合在一起。
禱告：
為塔弗揚‧土瓦人需要願意理解他們的宣教士禱告，差派更多
宣教士或宣教團隊深入耕耘土瓦，讓塔弗揚‧土瓦人有屬靈的
洞察力，願意尋求基督，被聖靈更新，順服神的話語。
求主使緬甸政治、經濟、人權問題得以改善。祝福德林達依省
成為緬甸的福音之地，有許多教會被建立，充滿屬靈的活潑與
生命力，以及向外擴展的影響力；使許多來到此地的商人和移
工遇見神、領受福音。
禱告記念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伉儷在疫情中的平安，記念
Gorom 診所現正急需招請忠心及有愛心的牙醫，也請記念診所的
負責人夫婦的健康，感恩太太接受治療後，身體已好轉，但丈
夫晚上常有頭痛及呼吸困難，求主憐憫醫治他們。
今年東南面的雨水特別多，引至多處水浸，多人傷亡！求主保
守水災後的支援工作，幫助災民的生活。
記念近機場診所的中醫痛症治療服侍，新上任的巴西負責人，
因身體健康問題，仍然未能出發到達工場！求聖靈引導及保守
各樣的安排。求主帶領及開啟這區的服侍機會。
藝人除了要面對種種的誘惑之外，他們為要演好戲中的角色而
往往要忘記真實的自己，相信自己就是故事裡的主角。若果在
拍攝之後不能抽離，就會陷入情感的迷失之中，影響自己日常
的生活和人際關係。求主保守他們有智慧怎樣投入和抽離，以
至能健康地工作和生活。
政府擬修例引入劏房租務管制，將法例草擬的續租加幅，封頂
上限定於 10%。盼望得立法會通過，以至對低收入家庭及人士，
提供保障。
祈求聖靈幫助我們將培靈會及堂慶崇拜的信息藏在心裡，反覆
思想；感動及導引我們活出神兒女的生命。
聯合詩班在堂慶崇拜中的獻詩感動會眾的心，盼望詩班在聖靈
的感動和保守下繼續發展。
請繼續記念 322 未來所需的財政支出，求主為我們預備及安排，
請會眾繼續禱告記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