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9 月 26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岑詠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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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26-30，4:1-9． 陳淑儀傳道
講道．．．．將神的國帶進職場．．．．．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岑詠君傳道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9 月 25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再思事主下一步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約書亞記 14:6-13
主席． 伍惠香姊妹、謝秀琼姊妹
司琴．．．．．．． 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深信你們強過這些
講員．．．．．．．．李懷蓉傳道
經文．．．．．．．來 5:11-6:12
主席．．．．．．．．李熬霜幹事
敬拜隊．．．．．．．The Bridge

2021 年 9 月 29 日周三崇拜

講員：岑詠君傳道
司琴：Miracle
主席：莊燕玲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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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26-30，4:1-9． 王華燦牧師
講道．．．．將神的國帶進職場．．．．．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岑詠君傳道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岑詠君傳道
司琴：Miracle
主席：莊燕玲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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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26-30，4:1-9． 王華燦牧師
講道．．．．將神的國帶進職場．．．．．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岑詠君傳道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題．．．．．將神的國帶進職場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廖曉恩姊妹
主席：林少權弟兄
敬拜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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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差遣．．．．．．．．．． 祝宗麒牧師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創世記 1:26-30，4:1-9
主席．．．．．．． 王華燦牧師
司琴．．．．．．． 王惠明姊妹

家事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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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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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10 月 3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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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月 1 日(星期五)為公眾假期，是日本堂暫停一切活動。


九龍靈糧堂 2021 年『執事選舉會』
任期制執事選舉會將於 2021 年 10 月 13、15，16 及 17 日(星期三、
五，六及日)在本堂及白田福音中心各崇拜後舉行。所有年滿十八歲之本
堂會友皆可在其中一次聚會中投票，選出是屆選舉會的執事。誠意邀請
各位九龍靈糧堂會友出席選舉會，投下你的一票。
本屆任期制執事有議席三位，候選人只有二位 ：

候選人
施龍馨弟兄
李展庭弟兄
為讓選出的執事皆有高度的認受性，請踴躍投票。執事任期為期三
年(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現附上執事候選人簡介及參選分享，如會友因事未能出席選舉會，
可委託任何一位會友代為投票。投票委託書可於主日在一樓玻璃桌上索取。
委託者需在 2021 年 10 月 10 日或之前填妥表格，並交回九龍靈糧堂辦公
室。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王華燦牧師聯絡(電話：2336-1696)，並請為
執事選舉的安排懇切代禱!
祝
主恩滿溢!
九龍靈糧堂常務長執會

九龍靈糧堂 2021 年任期制執事選舉
候選人簡介及分享
候 選 人 姓 名 :施 龍 馨 弟 兄
我加入靈糧堂的大家庭已經有十多年，受洗之後第一個
擔任的事奉崗位就是做「司事」，直到今天。我很喜歡
這個崗位的服侍，因為可以面對面招呼每一個走進教會
的人。對著歡歡喜喜地行入來的人叫「早晨」，我可以
感受到對方的喜樂！當有人帶著愁容入來，我給予一個
親切的笑容，再叫聲「早晨」！就算對方沒有反應，我仍可默默的關心對
方！面對猶豫不決，第一次來崇拜的人，叫一聲「早晨、歡迎你」！給對
方一個溫馨，窩心的感覺；因為主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
這裏來…」
過去多年在不同崗位的事奉都使自己有更多方面的學習，在安息禮幫忙使
我學習關顧哀傷；在亞居拉小組的義工事奉，感覺到可以學以致用，服侍
有需要的人。在職場中參與建立團契小組，與在職人士同行代禱；做基督
徒初創公司的顧問，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的商業操守，明白自己的限制，使
我學會謙卑事主。宣教是靈糧堂的 DNA，我曾多次參加短宣，參與非洲馬
達加斯加宣教工場的支援，與宣教士同行，面對工場資源的貧乏，使我學
習耐性及等候。
聖經裏教會的「執事」的原文，其實都可以翻譯成「奴僕」。做執事是做
上主的僕人！主耶穌用比喻來解釋好僕人要「良善、忠心、有見識」，我
希望自己可繼續在新的崗位上努力達到上主的期望。

施龍馨

候 選 人 姓 名 :李 展 庭 弟 兄
由 2012 年尾大學畢業後，回港想找回穩定的教會生活，
落腳的地方就是此處，家父的母會—九龍靈糧堂。
這裡給我第一感覺是舒服、被接納。
一年穩定的教會生活後，決定於九龍靈糧堂受浸、 委身、加入教會投身
事奉，期望與神與人都有更深的關係。
個性較內向慢熱的我，不善於站於人前，投身青年牧區敬拜隊 Backsinger
的服事，看似與自己個性甚為不乎，服事前的準備時間總有一點緊張，不
過一進入敬拜時，這些緊張就不再了。感受到服事的奇妙。投入敬拜、服
事了被服事？我做多少？神做更多了。漸漸投入更多的服事，青年詩班、
頌光詩班，逆風帶導師、大堂崇拜主席，一步一步，憑勇氣信心踏上一次
次的服事的經過，天父成就了一個我從未想過的我。
對於參選任期制執事的想法，由投身頌光詩班服事，至參與了大堂崇拜，
看過、聽過幾屆的參選弟兄姊妹的分享與述志，留下了一粒種子。了解到
部份參選人，甚至已投身神學的訓練，反觀自己，好像相差甚遠，甚至沒
有進深神學的志氣。
但隨著參與大堂崇拜主席的服事，很享受突破青年牧區與成人牧區的匡隔，
合一同心服事，令我對執事的服事有更深的想法。想成為結連青年及成人
牧區，基至逆風帶服事，神手上一點點的材料，結連於一起，與教會前進、
成長。
不善辭令，求天父帶領。
李展庭

中央圖書館通告
將於 10 月 3 日起恢復借還服務，會友在疫情期間圖書館休館前外借的書
籍、CD 等，將不會計算罰款。
開館時間：主日下午 12:30-13:30


家事分享會
日期; 10 月 10 日(星期日)
時間: 12:30-2:00PM
地點: 三樓副堂
內容: 1. 明年教會事工分享及財政預算
2. 拓建最新發展事宜
3. 為教會發展禱告


網上雙周祈禱會(ZOO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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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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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主日崇拜

網上直播

主日上午 10:45

青年崇拜

網上直播

周六下午 4:00

長者崇拜

錄播

周六傍晚後可收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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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提提你
項目
歸納式研經法
OIA
＜2021年(10月)
水禮班＞
(Ａ班)
＜2021年(10月)
水禮班＞
(B班-長者)
＜以斯帖記＞
網上查經
成長課程(一)：
認識聖經
＜屬靈操練禮讚＞
研讀

日期

時間

理論課:
3/10-24/10(日)
下午
2:30-4:30
實踐課:
7,21/11,5/12(日)
3/10-31/10
早上
(日)
9:00-10:30
10/10停課
5/10-2/11
(二)

下午
2:30-4:30

21/10-25/11
(四)
21/10-11/11
(四)
24/10-12/12
(日)

地點

備 註

待定
截止日期:
最後今日

六樓
桃李門

晚上
以Zoom形式
8:30-9:30
上課
晚上
六樓
8:00-9:30
桃李門
下午
待定
12:30-2:00

截止日期:
10月17日

※ 以上課程報名請到地下「基教部」壁佈板上索取報名表，填妥後請放入「基
教部」信箱。詳情請參閱壁佈板上的宣傳海報，所有課程不設現場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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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約(1-21)、詩(111-118)、俄(1)、拿(1-4)、彌(1-7)、鴻
(1-3)、哈(1-3)、番(1-3)

1.曹錦能牧師於今主日早上外出路德會聖十架堂講道。
同工動態
2.李懷蓉傳道於今主日早上外出播道書院道真堂講道。

講道大綱

岑詠君傳道

講題：將神的國帶進職場
經文：創世記 1:26-30，4:1-9
一、人有神和天使的形象樣式

二、我們可以透過工作關顧和服務他人

三、工作是屬靈操練

分享問題：
1. 你的工作是突顯著神哪方面的形象(創造萬有的上帝/維繫萬有的上帝
/救贖萬有的上帝)？
2. 你如何善用你的工作崗位去對別人產生正面的影響？
3.你曾經在工作中面對過自己/別人的陰暗面嗎？

《全地至高是我主》

清晨堂唱頌歌詞

(曲:黎雅詩，詞:甄燕鳴，版權:角聲使團)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讓這歌盡獻主，
榮光高照諸天。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
《十架犧牲的愛》
（曲/詞：馮鑑邦、高思敏，版權：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耶穌捨身十架，主祢為我犧牲。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
祢被世人離棄凌辱，至死不退縮，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祢為我的過犯，撇下榮耀尊貴，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眾罪已得潔淨；祢是奴僕君王，權柄尊貴屬祢。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頌讚哈利路亞》
(曲:Jack Hayford，譯:凌東成，版權: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心中歌唱，榮耀頌讚主名，雙手拍和，從來主不變遷，
此刻充滿，求上主居心內，開口讚頌，讓靈歌輕飄送。
* 頌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崇拜感恩歸我主。
* 頌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崇拜感恩永屬祢。
《親近主》
(曲/詞:曾大成，版權:2002 新加坡新基督教會)

親近主，親近主，親近主，衪必然親近你。
親近主，親近主，親近主，衪必然親近你。
* 求主的愛滋潤我心靈，堅定我軟弱信心。
求主的恩引導我生命，讓我與主更親近。
《耶穌在我裡面》
(曲詞：盛曉玫，版權：泥土音樂)

嚐過主恩的滋味，還有甚麼更甘甜。
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穌住在我裡面。
世界不再吸引我，主愛勝過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穌住在我裡面。
因為耶穌在我裡面，我的生命海闊天空。
不論環境順逆，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夠用。
因為耶穌在我裡面，我能勇敢面對明天。
困難都將過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榮耀冠冕。

三堂回應詩歌詞

《站於天地之間》
(曲/詞：朱浩權，版權：不詳)

讓我得見天之光，讓我體會天之美，
在那光芒蓋掩裡，存著那施恩之座。
讓我不忘世間事，讓我記念世間痛，
但我心頭要緊記，屬天的恩典會下降。
* 站於天地之間，讓我作個敬拜的人，
處身悲傷幽暗的角落，要宣告祢同在，祢能力沒變改；
於這天地之間，讓我作個代禱的人，
容讓每個嘆息，搖動施恩的祢，讓屬天之光普照在世。
Bridge 讓讚美作信心的歌，讓祈禱成燃燒的火，
打開天之門，讓這地可見光。

下午堂唱頌歌詞

《獻給我天上的主》
(曲/詞:TWs，版權:同心圓)

1.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2.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為祢我獻上頌讚。
Coda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耶和華以勒》
(曲/詞:TWs，版權:敬拜者使團)

耶和華以勒，我的供應，在恩典裡我永不缺乏。
耶和華我父，我的倚靠，在主手裡我永得保障。
* 讓我心稱頌恩主，祂有無限豐富，賜與我美好人生。
讓我口歌頌恩主，祂有無盡的愛，帶領我永不缺欠。

[回應詩]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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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 日)



巴基斯坦
信德省是巴基斯坦四個省份之一，以面積計排行第三。在信德省內
住著一羣巴格里人，春天他們會租田地，種植蔬菜並出售，尤其是
番茄、黃瓜和各種甜瓜。他們勤勞苦幹，用賺的錢買小飾品，再把
小飾品帶到大城市如卡拉奇和伊斯蘭馬巴德出售。所有巴格里人生
活都很簡單，他們的住所是由樹枝和棕櫚葉搭建而成。他們製作小
神龕放置印度教神明、地區守護神以及神話英雄的畫像和圖片。
禱告：
求天父祝福這些孩子會成長為基督的門徒，將來造就他人跟隨
基督。願他們生命真實經歷祢，切實知道神是赦免他們罪孽，
賜下平安、醫治與永生的那一位。
求神繼續帶領宣教工人，在巴格里地區展開有效的福音事工。
求主使巴格里人的心向神敞開，明白祢超越一切偶像，願巴格
里人敬畏祢，單單敬拜祢，以祢為他們的滿足。
禱告記念新天地宣教士伉儷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記念「撒種
工程」的廣告被暫停了，因為未符合推廣的媒介的要求。記念
他們有智慧處理，求主開路讓卡族朋友能繼續閱讀到天書。
三段新的天書短片正在修正和完成最後製作，計劃放在「撒種
工程」上，記念過程順利，並適當的平台讓更多人看到和受感
動。感恩八月完成了一個網上分享會，有美好的交流及一起記
念。記念正在安排下一個延續的分享會。
記念仍在新天地地區的卡族人在疫情下遇見主。卡族歸主者有
平安和信心，在風浪中得著安穩，倚靠主。
雞仔餅、光酥餅、老婆餅、豆沙餅等是不少人的童年好滋味。
在急景殘年的香港，傳統唐餅店執一間就少一間(多因不敵加
租)，令人感到可惜，因為不但失去了好味道，也失了人情味！
再者，老師傅做餅的技術有誰承傳？讓我們記念他們在過去日
子所付出的辛勞，也為那些退休的老師傅能安享晚年而禱告。
社會正在平衡防疫與正常經濟民生活動的需求。市民也因應不
同推出的策劃而不斷調整。當大家都感疲累時，求主賜下每日
所需力量與恩典，在常變的環境中找到不變的主。
請繼續為 322 工程禱告。願主按祂心意成就這工程，讓我們使
用這地方來榮耀祂，帶更多人認識主耶穌。
為白田信徒轉往本堂聚會交托主，求主帶領他們能適應環境，
又求主賜福白田福音中心崇拜的信徒，能繼續倚靠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