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0 月 24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黃國維博士
司琴：張美玲姊妹
主席：謝麗雯姊妹
敬拜隊：非拉鐵非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馬太福音 25:31-46．． 王華燦牧師
講道．．．當耶穌降臨的時候．．．．．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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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從心再看 (二)
講員．．．．．．． 文永基弟兄
經文．．．．． 馬太福音 20:1-34
主席． 黃潔萍姊妹、陳麗萍姊妹
司琴．．．．．．． 廖美芙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我們把從祢而得的獻給祢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歷代志上 29:1-21
主席．．．．．．． 梁卓男弟兄
敬拜隊．．．．．．． Emmanuel

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 幸福要夠膽攞
講員．．．．．．． 梁桂霞傳道
經文．．．．． 馬太福音 5：1-16
主席．．．．．．． 王華燦牧師
司琴．．．．．．． 王惠明姊妹

講員：黃國維博士
司琴：Miracle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加百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馬太福音 25:31-46．． 王華燦牧師
講道．．．當耶穌降臨的時候．．．．．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黃國維博士
司琴：Miracle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加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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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5:31-46．． 曹錦能牧師
講道．．．當耶穌降臨的時候．．．．．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曹錦能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黃國維博士
司琴：黃蕙萊姊妹
主席：李展庭弟兄
敬拜隊：救恩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馬太福音 25:31-46．． 王華燦牧師
講道．．．當耶穌降臨的時候．．．．．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家事報告
1. 感謝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博士到本堂證道，願主親自報答。
2. 會眾若需在圖書館當值時間以外還書，可直接交教會辦公室處理。
3. 2021 年會友大會謹訂於 11 月 21 日(星期日)中午 12:30 於本堂舉行，
是日中午堂崇拜(12:30)亦會暫停。
4. 凡已完成水禮班又想參加 12 月 19 日下午堂(3 時)之水禮，請到辦公
室索取水禮申請表並盡早交回。
5. 若有會眾已參加本堂一年並考慮轉會，請到辦公室索取轉會申請表，
填妥後請在 12 月 5 日前交回以便約見。


2022 年教會場地使用指引
基於許多小組的活動已陸續恢復實體聚會，場地使用緊張，為方便協調
場地借用的安排，教會場地的借用將重新規劃，各小組需要向辦公室同
工重新登記借用日期及時間。2022 年採取新措施如下：
1. 由 2022 年 1 月開始，借用場地以一季（1-3 月，4-6 月、7-9 月及 10-12
月）為單位，即每一次場地借用只限期 3 個月，而借用場地時間為每
季之前的 2 個月，即 2021 年的 11 月開始可以借用 2022 年的第一季(1-3
月)的場地；2022 年的 2 月開始可借用第二季(4-6 月)的場地，如此類
推....。
2. 場地使用以教會性聚會(如：長執會／家事交流會)，基教實體課程及
團契活動優先，場地借用以先到先得為主，亦會因應使用性質及人數
而作出房間調動，如有疑問可向同工及所屬小組督導查詢，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嬰兒暨兒童奉獻禮
「嬰兒暨兒童奉獻禮」乃將兒女奉獻給神，公開見證和感謝神之恩典，亦表
達我們會盡上基督徒父母之職份，帶領兒女認識神。
奉獻禮將於 12 月 19 日(第三主日)之早堂崇拜(10:45)中舉行，參加資格為 6
歲或以下之本堂會友(父親或母親)子女，當日父或母必須親自出席奉獻禮。
請散會後到地下辦公室向教會幹事索取報名表，填妥後連同與父母合照之照
片二張交予地下辦公室或用信封封好放進教會幹事信箱。
截止日期：12 月 5 日(主日)

九龍靈糧堂
執事選舉總投票總結果紀錄
投票日期 : 2021 年 10 月 15、16 、17 及 20 日（星期五、六、日及三）
時間 : (15/10)白田 、(16/10)長崇、(16/10)青崇、（17/10）清晨、
(17/10)早堂、(17/10)中午堂、(17/10)下午堂、（20/10）周三
（受颱風「圓規」影響，周三晚崇拜後選舉會由 10 月 13 日順延至 10 月 20 日）
候選人
各堂崇拜

施龍馨弟兄

李展庭弟兄

廢票

各堂
票數

贊成

棄權

贊成

棄權

白田

2

0

2

0

0

2

長崇

70

2

69

3

0

72

青崇

27

3

30

0

0

30

清晨堂

94

3

85

12

3

100

早堂

165

8

156

17

0

173

中午堂

39

1

37

3

1

41

下午堂

16

1

14

3

0

17

周三晚堂

3

0

3

0

0

3

416

18

396

38

4

438

總票數

當選執事：________施龍馨弟兄________

________李展庭弟兄________
在此特別鳴謝所有司事、幹事、同工、牧者、執事及一切協助是次選舉
會監票的弟兄姊妹，也感謝眾會友的禱告及投票支持！
九龍靈糧堂常務長執會
主曆 2021 年 10 月 23 日

九龍靈糧堂 2021 年會友大會
茲通告九龍靈糧堂將於 202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 下午 12:30 在九龍
城嘉林邊道一號九龍靈糧堂一樓大堂舉行 2021 年度會友大會，是次會友
大會議程如下：
議 程
提案（一） 通過經陳澤仲會計師事務所審核九龍靈糧堂 2020 年度財政
報告。
提案（二） 匯報九龍靈糧堂 2022 年事工企劃，匯報太子道西 322 號之發
展，動議通過九龍靈糧堂 2022 年財政預算案。（請參閱「九
龍靈糧堂 2022 年聖工預覽」）
提案（三） 動議確認 2021 年 10 月 15、16、17 及 20 日的任期制執事選
舉結果。李展庭弟兄及施龍馨弟兄當選為任期制執事，任期
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受颱風「圓規」
影響，周三晚崇拜後選舉會由 10 月 13 日順延至 10 月 20 日)
提案（四） 動議通過 2022 年常務長執會終身執事名單：
成員：黃錦榮、陸美紅、張林珍、朱妙清、楊玉華(秘書)
提案（五） 動議通過 2022 年九龍靈糧堂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名單：
主席：祝宗麒牧師
副主席：朱妙清執事、黃錦榮執事
秘書：楊玉華執事
其他董事：陸美紅執事、張林珍執事、陳素芳執事、
陳嘉露執事、林焯忠執事、李展庭執事、施龍馨執事
提案（六） 動議通過繼續聘委陳澤仲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堂處理 2022 年
度會計審核事宜。
提案 (七） 動議通過繼續聘委陳馮秘書服務有限公司為本堂負責代呈相
關年報文件予公司註冊處。
有關任期制執事選舉結果已在 2021 年 10 月 23 至 24 日的晨星公佈，而
財務報告及聖工企劃文件，將會刊載於 2021 年 11 月的「九龍靈糧堂 2022
年聖工預覽」中，敬請在會前細閱。如閣下未能出席是次會友大會，可
於辦公室領取「九龍靈糧堂會友大會表決委託書」填寫並交回，以委託
本堂其他出席大會的會友代行表決。委託書須於 2021 年 11 月 14 日或以
前郵寄或遞交本堂常務長執會收[地址：九龍城嘉林邊道一號]，方可生
效。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336 1696 與王華燦牧師聯絡。

夏達華週五查經班：利未記
夏達華研道中心多年來藉介紹和教導猶太文化、聖經原文語言、考古及
地理研究幫助信徒們更深明白聖經。他們的週五查經小組多年來專注查
考《摩西五經》
，並透過五經更深入準確理解耶穌的教導。新一季週五查
經課程將在本堂舉辦。詳情如下：
上課日期：
 2021 年 11 月 19、26 日，12 月 3、17 日
 2022 年 1 月 7、14、21 日，2 月 11、18 日，3 月 4、11 日，
4 月 1、8 日
 2022 年其餘聚會日期稍後公布
上課時間：星期五晚上 7:30-9:30
上課地點：一樓大堂
報名：
 報名：https://forms.gle/JUG6LcX39iu2TjCUA
（參加者請留下您聯絡電話或電郵，方便機構同工將最新的課堂資訊
傳遞給您。）
 為緊貼大家學習查考聖經進度及課堂中的交流，
老師會在課堂給予功課。
 歡迎弟兄姊妹以個人、小組或團契形式報名參與。
 查詢電郵：info@hadavar.org.hk
 查詢電話：6208 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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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日(星期二)(網上 ZOOM 祈禱會)
時間: 晚上 9:00-10:00
內容: 敬拜禱告，為宣教士及教會守望。
註：參加者需開視象並請準時 9:00 到本堂網頁(www.kllc.org.hk) 按上
指定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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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4 (中神)
會友如有查詢，可聯絡王華燦牧師或曹錦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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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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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服侍計劃 2021-2022
進入禾場
實踐使命
招募「入學校組長」
禾場地點：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服侍對象：好奇心多多、可愛兼活潑、醒目計仔多的小六生
服侍內容：一齊討論信仰、一齊分享生命、關心同行、建立關係
服侍日期：上學期 2021 年 11 月 12 日 - 2022 年 1 月 14 日(周五)，
時間為中午 12:30-下午 2:00
下學期日子待定
招慕對象：任何已受洗並願意撥出時間參與的弟兄姊妹（需委身一整學年）
、
任何對少年人有負擔並願意學習實踐使命的弟兄姊妹
查詢與聯絡：李懷蓉傳道或李瑞媛傳道


清晨堂唱頌歌詞

《頌讚全能上帝》

(曲/詞:馮鑑邦、高思敏，版權:薪火敬拜使團)

清風輕吹天空掛著耀眼太陽，山嶺滄海屈膝俯拜大地發響；
遍地鳥語花香，蝶起舞舞影雙雙。看著細想，從內裡欣賞。
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凡有氣息歡呼拍掌！
*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是祢恩手創造掌管一切。
漫天星宿是祢作為，不可猜測估計，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
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萬有諸天說述祢的恩惠。
地與深海同拍和，山嶺吶喊呼應，神大愛共永，地與天同共證。

《以感恩為祭》(編:葉穎麟，曲/詞:周小恩，版權: Music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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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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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跟祢走》(曲/詞：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1.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2. 開啟我的眼，信心的雙眼，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讚頌祢的愛》
(曲/詞:古丹青、陳奕楷，版權:2002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願意讚頌祢的愛，靠著祢越過障礙，在我生命作主宰，
為我肩擔苦楚痛哀，捨身背十架付上所有，傾出一切無悔的拯救，
無限眷顧赦我罪尤，引導我走。
*

讓我歡欣高舉我主權能，唱頌救主深恩，我共祢多麼遠都拉近，
靈命自祢更新，我要舉起手歌唱主權能，讚頌奇妙大恩，
從當天起得與主同行，能讓一生主愛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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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主》
（曲/詞:霍志鵬，版權:敬拜者使團）

謝謝我主願施恩醫治我，從未嫌棄抱緊我入祢懷，
謝謝我主願關心與體諒，常維護我在恩典裡改正。
*

謝謝我主常帥領我導航，無懼前往靠着神恩必得勝。
謝謝我主今應許永確定，在我一生裡只有祝福沒咒詛。

三堂回應詩

《立志擺上》
(曲/詞:DJS，版權:建道神學院)

1. 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恩深似海。
2. 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
*

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裡面能盛載神豐足的厚愛。

下午堂唱頌歌詞

《榮耀神羔羊》
（詞/曲:Larry Dempsey，版權:以琳書房）

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
*

惟有祢是榮耀、尊貴配得讚美，在寶座上的真神羔羊；
來敬拜祢，高聲齊來頌揚，在寶座上的羔羊。
《揚聲歡呼讚美》
(詞/曲：David Fellingham，版權：迎欣出版社)

揚聲歡呼讚美，稱頌我的王，高聲頌揚歡唱，哈利路亞
來到主寶座前，尊崇讚美祂，我們歡呼喜樂，進入神的面前。
*

祢是創造主，祢施行拯救，
祢已救贖我，祢是主，最大的醫生，
祢是豐盛之主，祢是我的牧者引領我，
耶穌 我君王，我讚美祢。
《獻奉我生》
(詞：楊天恩，曲：Don Moen、Claire Cloninger，版權：約書亞樂團)

1. 全我一生，全我所有，我要全然奉獻予我主，
我的傷痛，我的歡呼，無論笑與愁全託於主手。
2. 如夢舊事，如煙他朝，我冀盼成就的美夢理想，
所有渴望，每個思想，兩手與心靈全託於主手，
*

我要獻我身心予祢，我往昔的回憶，全為榮耀祢名，
我要獻我一生予祢，獻予主的頌聲，願做祢馨香火祭，
呈奉我一生給祢。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30 日)



美國 - 達拉斯
達拉斯-沃斯堡是全美第四大都會區之一，沃斯堡居住著一群「不
丹人」
，他們其實是尼泊爾人，被不丹驅逐出境，不能返回不丹，
也無法在尼泊爾定居，而淪為無家可歸的流浪兒。來到美國雖減緩
所受到的迫害，但許多人並沒有減輕遭拒絕的壓力和痛苦。在達拉
斯的不丹人多數缺乏教育，生活在貧困中。他們的自殺率高得驚人。
在滿足他們靈性需求的同時，他們的生理和情感的需求也相當匱乏，
需要同步的幫助。
禱告：
求上帝使用達拉斯的眾教會、宣教團隊與人道組織，向尼泊爾人宣
講神的愛，也活出愛，幫助這些漂流與被拒絕的尼泊爾人，建構物
質與屬靈的歸屬感。
求上帝的救恩豐富地臨及這些不知道自己是尼泊爾人還是不丹人
的流浪者，使他們做天國的子民。
禱告記念新天地宣教士伉儷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近月的疫情
回落，市內活動開始回復常態。請記念那些在艱苦生活中掙扎和失
業的人，及承受著飢寒的小孩和大人們。
新寶寶的學校已在九月中回復實體課，請記念學生和老師們的
健康，不受感染；並記念新太太的身體健康，健康檢查後需要
處理脂肪肝問題，要定立節食減重和運動習慣，並持之以恒。
消費者委員會近日測試了 60 款預先包裝的餅乾樣本，結果發現
全部樣本都驗出在加工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而且大部份樣本
更屬高糖、高脂及高鈉。我們一方面要小心食用，不能當作正
餐；另一方面禱告主讓此報告可以促使生產商改善，而食物環
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又加強規管，保障市民的健康。
為今日（24/10）舉行的香港馬拉松比賽禱告，求主賜下合宜的
天氣，並保護每位參賽者有足夠的體力完成賽事。
為患病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的醫治、安慰、憐憫臨到他們。
又為需要照顧病患家人的肢體禱告，求主加添他們的愛心和體
力。
為 322 未來的財政支出需要禱告，現時已向銀行按揭借貸 2 千
萬元，求主恩待教會，有能力償還所需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