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0 月 3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沈偉明執事伉儷
敬拜隊：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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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0: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你們要安慰我的百姓．．．．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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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周末崇拜
講題．．．復活（2）
：承受神的國
講員．．．．．．．．簡民基牧師
經文．．．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50 節
主席．． 黃錦榮執事/陳麗萍姊妹
司琴．．．．．．．．黃睿軒弟兄
聖餐．．．．．．．．簡民基牧師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沈偉明執事伉儷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光詩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以賽亞書 40: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你們要安慰我的百姓．．．．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題．箴言選讀：心靈的喜樂與憂傷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箴言 15：13-14
主席．．．．．．．．李展庭弟兄
敬拜隊．．．．．．．．． Zera
聖餐．．．．．．．．祝宗麒牧師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談敏儀姊妹
主席：劉崇達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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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0: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你們要安慰我的百姓．．．．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2021 年 10 月 6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你們要安慰我的百姓
講員．．．．．．．．王華燦牧師
經文．．．．． 以賽亞書 40:1-11
主席．．．．．．．．陳淑儀傳道
司琴．．．．．．．．周潔珠姊妹
聖餐．．．．．．．．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 ～ ～ ～ ～ ～ ～ ～ 下午三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梁綽軒弟兄
主席：袁映紅姊妹
敬拜隊：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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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0: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你們要安慰我的百姓．．．．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家事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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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最後登記。
2. 10 月 13、15、16-17 日(星期三、五，六及日)各堂崇拜後立即舉行執
事選舉會，請本堂會友稍留片刻(約 10-15 分鐘完成)，出席選舉投票。
3. 今主日中午 12:30-13:30 地下停車場恢復借閱圖書，會眾在本堂聚會
半年以上均可申請本堂圖書證，我們鼓勵會眾到地下圖書部申請借閱
圖書，藉此屬靈生命得以成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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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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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之道實體課程：約翰福音
生命之道乃一讀經運動，旨在鼓勵信徒渴慕神的話語。






書卷：約翰福音
日期：1 月 20 日-3 月 17 日（2 月 3 日停課，共 8 堂)
時間：星期四 晚上 7:45-9:35
每堂包括：敬拜、小組查經和經文講解部分。
參加者 5 人為一小組。網上下載作業，包括：觀察、解釋及分
享。每次分組時組員分享所做的作業。
 課程不設固定收費，自由奉獻。
 本課程由九龍靈糧堂及中國神學研究院合辦
報名
 所有報名須經網上報名，10 月 20 日開始報名（如需協助可找組員代勞，
或於本堂辦公時間內請辦公室同工協助）。
 截止報名日期：2021 月 11 月 22 日(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請瀏覽「中神」生命之道網址(進入中央管理系統報名)
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list_all
 作為合辦教會，於本堂恆常聚會的信徒報名將獲優先取錄，請於網上報
名時在所屬教會一欄注明「九龍靈糧堂」。
 參加者 5 人為一小組，其中一人為組長。鼓勵參加者自行組成一組，並
指定其中一人作組長，網上報名時只要注明另一位同組組員的名字，系
統將可作出辨識。不指定其他組員/組長者由大會編配入組，不得異議。
 成功報讀者將於開課前兩星期收到個別通知。
 查詢電郵：biblestudy@cgst.edu
 查詢電話：2794 2375 (中神)
會友如有查詢，可聯絡王華燦牧師或曹錦能牧師。


同工動態

曹錦能牧師於今主日早上外出圓洲角浸信會
講道。

差傳書籍借閱服務通告
由今主日開始，會友可借閱差傳部書籍，藉此瞭解更多有關差傳、宣教士
的事工，書攤設置在地下停車場，請自行借閱及填寫借閱資料作記錄。
時間：主日上午 10:00-12:00


家事分享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10 月 10 日(星期日)
12:30-2:00PM
三樓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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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場地注意
1. 凡借用本堂場地的小組，若該次停止聚會，務必通知辦公室幹事。
2. 使用地方後請務必關掉冷氣，節約用電。
3. 請留意本堂關門時間
星期日/星期一
晚上 10 時
星期二至五
晚上 10 時半
星期六
晚上 11 時
堂務將會在關門前半小時提醒聚會中的信徒需準備離開，以方便收拾場
地，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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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張楊鳳華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0 月 4 日(星期一)早上 10:00 在寰宇
殯儀館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張楊鳳華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
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主給我子女名份》
(曲：John Laudon，詞：鄧惠欣，版權：匠心唱片製作有限公司)

1.耶和華是創造天與海，迄立到萬世代，耶和華是我王不變改，
早晚顧念同在。罪裡捆綁可得釋放，痛悔有依傍，
冤屈可得伸訴，眼目明亮見曙光。
2. 耶和華是創造天與海，迄立到萬世代，耶和華是我王不變改，
早晚顧念同在。遇上禍患可得拯救，欠缺可得眷佑，
孤寡可得安慰，破蹩提步遠處走。
* 哈利路亞我稱頌，祢愛我比海深，哈利路亞讚基督救恩，
主給我子女名份。(主給我榮耀救恩)

《有祢愛我》
(曲、詞：伍偉基，版權：以琳之泉使團)

祢是愛 祢對我的愛從沒改；
沒有因歲月改變，沒有因我罪生厭，我呼喊祢名字，
祢笑臉向著我，祢一次又一次。
祢是愛 祢對我的愛從沒改；
就算今我又失信，但祢的信實不變，我呼喊祢名字，
祢笑臉向著我，祢一次又一次。
副歌： 有祢愛我 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祢愛我 讓我知道我重要，
有祢愛我 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祢是愛。

《豐盛的應許》
(曲、詞：伍偉基，版權：以琳之泉使團)

祢仰臉保守祢所愛的，祢護庇永遠不離不棄；
祢將我從淤泥裡捧起，放我在祢的手心。
*1 我憑著信心領取，祢豐盛的應許。
世界也不能奪去，神美好的旨意。
我憑著信心領取，祢恩典永不止息。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榮耀全都歸於祢。
*2 我等候主我相信，祢愛我永不放棄。
世界也不能奪去，神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祢旨意高過我的。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祢。

中午堂唱頌歌詞
《聖殿充滿讚美》
(曲:Jack Hayford，中文取自:財團法人基督喜信會〝向神歌頌〞之譯詞，版權:以琳書房)

聖殿充滿讚美，我心充滿平安，
喜樂與榮光祂奇妙的賜給我，
頌讚耶穌的名，赦我罪賜自由，
讓聖殿充滿讚美，使聖靈居住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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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然為祢》
(曲/詞: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

我的眼光和心思，單單注視祢，
喔！耶穌，隨著祢心律動，甜蜜的靈來充滿我。
放下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給祢，
我的主，我願使祢歡喜，對祢的愛不斷湧流。
*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祢，如同香膏傾倒，無悔地付出，
只願祢心得滿足。我生命氣息全然為祢，如同香膏傾倒，
全心來獻上，最深刻真摯的愛。

下午堂唱頌歌詞
《祢是彌賽亞》
(曲:古中鳴，詞:陳芳榮，版權:ACM)

頌讚主，頌讚主，高聲歡唱，讓我舉起手來宣稱主聖名。
頌讚主基督，甘犧牲前來救罪人，祢是彌賽亞我主我上帝。
神大能今彰顯恩典豐富深厚天天都可見，
願意謙卑屈膝俯伏祢面前。頌讚主基督，
甘犧牲捨己救萬民，祢是彌賽亞，我主我上帝。

《盡心盡性讚美祂》
（曲：Daniel Gardner，譯詞:陳世強，版權: 讚之歌 3，迎欣出版社）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用詩歌來讚美祂。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讚美祂。
*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祂配受極大讚美。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盡力來讚美祂。

《以感恩為祭》
(編:葉穎麟，曲/詞:周小恩，版權: Music2000 Ltd)

1. 主，為祢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由泥內生機，
到變幻天氣，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為祢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
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祢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祢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做祢聖潔國度人民。
2. 主，為祢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由提示安慰，
到責備管教，內裡有祢愛念呈現。
主，為祢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
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的安排往往多新意，祢有豐賞，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Coda

神呀！祢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四堂回應詩
《如鷹展翅上騰》
(曲/詞: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

神已聽見我的呼求，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纏累，恢復神造我的榮美形象。
永在的神創造萬物的主，祂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祂賜能力；
軟弱的祂加力量，等候耶和華必從新得力。
*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在神的國度裡，
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單單注視祢榮耀寶座。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在神的國度裡，
領受聖靈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風采。
～～～～～～～～～～～～～～～～～～～～～～～～～～～～～～～～

頌光詩班獻詩歌詞

《尋找》
(曲: Moise Lister，譯: 陳供生，詞: 劉永生)

上帝親自在世上，扶助世人脫苦難，
為救恩耶穌竟要受傷，
照亮四方萬族國度，無論習慣文化風俗，
上帝光輝今天照亮我路。
抬頭望向主基督，願舉雙手讚頌，
步步願意跟著基督流露愛！
仁慈上帝差遣耶穌降世上，
願獻上性命光輝世界見！
若信心事實軟弱，求上帝來賜幫助，
讓我知悉神的真理就是愛，
進入我心就在這時，容讓我能更堅定，
讓我確可真心信賴讚頌。
抬頭望向主基督，願舉雙手讚頌，
步步願意跟著基督流露愛！
仁慈上帝差遣耶穌降世上，
今天來容讓我見，天父愛的光輝奪眼普照耀遍！
上帝親自在世上，扶助世人脫苦難，
為救恩神犧牲愛子。
容我今天見，上帝是極偉大。
我願耶穌今天差遣！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你們要安慰我的百姓
經文：以賽亞書 40:1-11
1.

罪已蒙赦免 40:1-2

2.

高低變平坦 40:3-5

3.

神的話堅立 40:6-8

4.

大能者成牧人 40:9-11

省思分享的問題：
1.
2.
3.
4.
5.

以色列人犯罪而承受懲罰，他們面對什麼懲罰? 上帝如何看待他們
的受罰? 40:1-2
經文用不同方式說明要「修平」神的道，原因何在? 當中有什麼喻
意? 40:3-5
經文指出百姓誠然是草，這是指著百姓什麼問題? 對你有何啟發?
40:6-8
上帝竟如牧人的樣式臨到百姓，這對神的子民有何意義? 我們又如
何看到這位牧人的來臨?40:9-11
40:1-11 經文如何成為百姓的安慰，又如何成為我的安慰?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10 月 3 日至 10 月 9 日)



美國 - 達拉斯-沃斯
達拉斯-沃斯堡是僅次於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的全美第四大都會
區，有超過 750 萬人口居住在此。在 1950 到 1970 年代，這裡被稱
為「聖經地帶」
，範圍從德克薩斯州延伸到南部的佛羅里達州；老
齡化的教會，面對人口不斷增長的社會，卻缺少靈性成熟的基督徒
為主作見證，大家漸漸忘記此區曾是福音派在社會文化中佔主導地
位的「聖經地帶」
。達拉斯-沃斯是全美第四大穆斯林社區所在地，
閒置的教堂卻被改建成佛寺或靜坐園。
禱告：
求主賜達拉斯-沃斯屬靈力量，使這條歷史悠久的「聖經地帶」
，成
為全球福音佈道的樞紐。
求神差派新的福音工人能夠祝福達拉斯-沃斯的未得之民，各族群
裡有和平之子，用開放的心接待福音工人、接受福音。
禱告記念梁志韜牧師夫婦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繼續為梁師母
身體健康繼續守望，求主使用韓藥，讓她身體足夠強壯，可以
回港休養。
為天諾平安無恙感恩。願主帶領天皿和天諾的人生，走在上主
的心意中，將來成為上主使用的人。
為志韜和潔瑩未信主的家人禱告（志韜大哥一家；潔瑩姊姊一
家及三弟一家），求主感動他們早日回轉。
房委會在今年 5 月宣佈，將會清拆轄下四幢工廈，計劃重建成
公屋，逾二千名租戶須於明年 11 月前遷出，部分為本港碩果僅
存的香港製造工業，讓其消失實感可惜；也有大型五金重工業，
搬遷有很大的困難。我們為受影響的租戶禱告，讓租戶代表與
政府磋商，達至較為理想的解決方案。
為上周在執勤職務期間墮海殉職的高級督察林婉儀家人祈禱，
求主安慰他們失去至親的傷痛，幫助他們早日走出哀傷。
為新一屆兩位執事候選人祈禱，求主悅納他們服侍的心志，並
繼續加能賜力給他們，讓他們在教會不同崗位的服侍中，能成
為別人的祝福。
為 322 的渠務工程繼續交托主，求主在當中引導，叫盡快能進
行有關工程。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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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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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8:30-9:30
晚上
8:00-9:30
下午
12:30-2:00

以Zoom形式
上課
六樓
桃李門

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
10月17日

待定

註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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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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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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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