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1 月 14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周潔珠姊妹
主席：岑詠君傳道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岑詠君傳道
讀經．．．箴言 1:22，32-33．． 岑詠君傳道
講道．．．我們是何等愚昧無知．．．．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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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3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復活（3）：勝過死亡
講員．．．．．．． 簡民基牧師
經文．．． 哥林多前書 15:50-58
主席． 黃潔萍姊妹、伍惠香姊妹
司琴．．．．．．． 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李蔚麗姊妹
主席：劉崇達執事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祝宗麒牧師
家事分享、公禱．．．．．．．． 祝宗麒牧師
讀經．．．箴言 1:22，32-33．． 祝宗麒牧師
講道．．．我們是何等愚昧無知．．．．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2021 年 11 月 17 日周三崇拜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李蔚麗姊妹
主席：劉崇達執事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祝宗麒牧師
讀經．．．箴言 1:22，32-33．． 祝宗麒牧師
講道．．．我們是何等愚昧無知．．．．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祝宗麒牧師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題． 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
講員．．．．．．． 李懷蓉傳道
經文．．．． 希伯來書 10:19-31
主席．．．．．．． 余愷媛姊妹
敬拜隊．．．．．．．．． Shema

講題．．． 我們是何等愚昧無知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箴言 1:22，32-33
主席．．．．．．． 盧銀鳴幹事
司琴．．．．．．． 周潔珠姊妹

講員：周國蘭傳道
司琴：王惠明姊妹
主席：鄭曼莉姊妹
敬拜隊：麥子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周國蘭傳道
讀經．．出埃及記 13:17-14:31． 周國蘭傳道
講道．．．．．主要你看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曹錦能牧師

家事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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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今主日交回。
2. 2021 年會友大會謹訂於 11 月 21 日(下主日)中午 12:30 於本堂舉行，
是日中午堂崇拜(12:30)亦會暫停。
3. 有意支持「疫要開飯」基層家庭需要的肢體，可把奉獻給予教會「貧
窮人事工」收。
4. 2022 年教會月曆已備妥，將於各堂崇拜後到一樓玻璃檯或地下停車場
索取，每家庭可取一份，因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5. 「九龍靈糧堂 2022 年聖工預覽」已備妥，會眾可到一樓玻璃檯取閱。


日期：2021 年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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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囍 訊
朱啟迪弟兄 與鄧詠欣姊妹 謹定於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假本堂舉行結
婚典禮，敬請會眾爲這對新人獻上祝福禱告。
（註：因疫情緣故，入場人數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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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
1. 鑑於有不少本堂會眾不清楚本堂會友的意思，本堂會友是指在本堂接受
洗禮加入本堂，或是轉會到本堂成為會友的信徒。我們鼓勵經常出席本
堂聚會之信徒能正式成為本堂信徒，以便能安排有更美好的牧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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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亦
請各小組負責人將聚會出席人數填上地下壁報板之小組出席表，以便統
計小組出席情況。
3. 聖餐注意: 為避免防礙聖餐默想進程，信徒如遲來請在門外稍候，聖餐
需要個人安靜等候才領受餅及杯為合宜。聖餐崇拜完結後，請自行將盛
餅的小膠袋帶走，切勿留在座位。
4. 近年不斷出現性騷擾事宜，甚至教會界亦不時聽聞發生，本堂甚為重視
性騷擾事情，若有這等事情出現，本堂亦將作教會紀律處理，並通知政
府有關部門，或警署協助調查，本堂絕不姑息此等事宜出現。此外，信
徒日常相處亦需彼此以禮相待，異性間接觸亦需注意，不會使對方感到
羞辱、厭惡或有被侵犯之觸碰。若有此等事情出現，請與本堂同工聯絡。

致：九龍靈糧堂各肢體主內平安!

王華燦牧師榮休歡送會
茲通告王華燦牧師榮休歡送會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
午四時三十分在本堂一樓舉行。查王牧師自一九九六年起任職本堂傳道，
二零零一年被按立為本堂牧師，並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出任九龍靈糧
堂堂主任一職。王牧師對本堂弟兄姊妹的牧養尤為看重，一直帶領教會生
命成長及忠心服侍，相信大家均對王牧師榮休感到不捨，願主親自報答及
祝福王牧師卸任後的退休生活，歡送會詳細內容稍後再作公告。
九龍靈糧堂常務長執會
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11-12 月教會成長方向 : 福音
1. 關心差傳事工、支持宣教士及為宣教士代禱。
2. 邀請朋友出席聖誕節的平安夜佈道晚會。
3. 為將要邀請出席福音聚會的朋友代禱。

2022 年春季(1-3 月)
基教課程簡介

＜「奪寶奇兵」之 新約旅程＞網上課程
主耶穌基督是我們信仰的核心，「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
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 1:18) 而且，聖靈的工作在主耶穌完成救恩及
升天後，降臨在「馬可樓」禱告等候的 120 人，包括使徒們，以致他們生
命得更新改變，勇於傳福音、見證主和建立教會。 你渴慕聖靈的工作同
樣臨在你身上，生命得到復興嗎？ 我們在今期將會涉獵新約全書共 27 卷
的聖經，保證你有一個奇妙的旅程……歡迎報名，但準時出發，逾時不候！
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至 6 月 8 日，(26/1、2/2 及 13/4 停課 共二十堂)
時間：逢星期三 晚上 8:30–10:00
導師：簡民基牧師
截止：2021 年 12 月 26 日(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UYxHZEGz9AbgxA7v6 或到「基
教部」壁佈板索取表格報名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

「生命成長工程」門徒訓練

生命更新 召命重尋
生命需要成長，成長需要決心、方法、同行與與鼓勵！期望這個訓練，可
以幫助參加者：
 重整個人信仰，建立屬靈操練
 深入了解自己，突破成長樽頸
 整合恩賜召命，探索事奉方向
日期：2022 年 1 月 8 日開始 (共十一堂，每月 1 次課堂 + 每月 1 次個人面談)
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下午 2:00–4:00
要求：報讀者需先經面談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曹錦能牧師，梁桂霞傳道及李金鳳傳道
名額：20 人
截止：2021 年 12 月 5 日(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PNTjD3zrRMowi2rP6 或到「基教部」壁佈板索
取表格報名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2022 年(2 月)水禮班
本堂2022年水禮將於於4月16日(星期六)下午舉行，凡有意於當日受浸者
必須報讀此期的課程。
Ａ班
對象：凡年滿16歲以上
日期：2022 年 2 月 13 日 至 3 月 6 日(共四堂)
時間：逢星期日 早上 9:15 - 10:15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曹錦能牧師
截止：2022 年 2 月 6 日(主日)
Ｂ班
對象：長者
日期︰2022 年 2 月 8 日 至 3 月 8 日(共五堂)
時間︰逢星期二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簡民基牧師
截止：2022 年 1 月 30 日(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UJHW6cN6xbNo3WRJ7 或到「基教部」壁佈板索
取表格報名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

<歷代志下>網上研讀(第三回)

本課堂集中研讀<歷代志下>第 23 至 28 章，涵蓋五位猶大國的君王。約阿
施、亞瑪謝及烏西雅都是在作王之初尋求神，後期卻轉為離棄神。約坦與
亞哈斯兩父子則是正面與負面的對比，前者敬畏神，後者不斷尋求耶和華
以外的幫助。讓我們從這五位君王的生命作出反思。
日期：2022 年 3 月 11 日 至 4 月 8 日 (共五堂)
時間：逢星期五 晚上 8:00–9:00
導師：岑詠君傳道
截止：2022 年 2 月 27 日(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fJacj2XFzFY6etUD8 或到「基
教部」壁佈板索取表格報名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
註：

報名後將收到基教部電郵確認接納報名(也可能在電郵垃圾筒內)
實體課程：請到時上課，不另通知，如有疑問請聯絡周傳道(2336 1696)。
網上課程：上課詳情稍後導師會另行通知。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校園服侍
計劃
2021-2022
進入禾場
實踐使命

嬰兒暨兒童
奉獻禮
轉會

日期

時間

12/11/2021 至
嶺南大學
中午
14/01/2022
香港同學會
12:30 - 2:00
(五)
小學
招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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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查詢，可聯絡李懷蓉傳道或李瑞媛傳道。
19/12
(第三主日)

早堂崇拜
10:45

一樓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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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後交回以便約見。
20/01/2022 至
晚上
17/03/2022
7:45 - 9:35
(四)

生命之道：
約翰福音

地點

截止日期

不適用

5/12
(主日)
5/12
(主日)

一樓大堂

 查詢電郵：biblestudy@cgst.edu
 查詢電話：2794 2374 (中神)

22/11
(額滿即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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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歡迎隨時中途加入，所需時間會順延。
2021 年 11 月：啟(1-22)，該(1-2)、亞(1-14)、瑪(1-4)， 詩 119 篇: (第
一天)119:1-50、(第二天)119:51-100、(第三天)119:101-150、(第四
天)119:151-176

清晨堂唱頌歌詞

《萬物同和應》
(曲/編:古丹青，詞：張滿源，版權: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1. 綠野中，花吐蕊，迎蜜蜂，頌讚主祢偉大，萬有認同！
明月光與朗日浮沉半空，群羊集體腳搖動。
2. 地與海、光與電、雷或風，是祢掌控，世上萬有服從；
紅日昇，雪降在嚴寒冷冬，銀河亦因祢移動。
* 共唱出創世完美，四方都高歌不停，萬物同和，頌讚聲晝夜共鳴；
螞蟻爬過，也拍手歡呼歌詠 造物奇妙，世間和應！
《心曲》(曲/詞：陳鎮華，版權：HKACM)
1. 慈愛天父，憐憫之父，在祢恩座前我衷心傾訴。
求祢施恩潔淨我罪，使我得接近祢恩光。
2. 求祢洗淨我心中思念，俗世多險惡，我不堪抵抗；
求祢恩光普照引導，使我得遠離罪惡。
3. 蒙祢恩待，我感恩不斷，願我一息尚存，也將身心相獻；
求祢施恩潔淨接納，我願一世隨著祢。
* 神啊！我衷心交託，全心將救主仰望。
尋著祢恩光心得盼望，恩主請祢垂念我。

早堂及午堂唱頌歌詞

《在祢慈恩裡》
(曲:Geoff Bullock，詞:楊天恩，版權:讚之歌)

在祢慈恩裡，願讓我更新、改變，今將心獻上，到達神寶座。
但我確知道，現在我終可誇勝心中的一切軟弱，全憑主愛大能。
* 抱緊我，祢愛常在我身邊，願使我緊緊去靠近祢。
我展翅如鷹一般的高飛，因深知主愛我，
聽我每次祈求，扶持我向前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詞、曲：曾祥怡 Grace Tseng，版權：讚美之泉)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每個刑罰為我承受。
恩典如海，四面環繞，失望羞愧時，祢仍擁抱著我。
[Chorus] 主耶穌，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祢永不放棄我。
主耶穌，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不論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難逼迫，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Bridge] 何等長闊，何等高深，天離地多高，祢愛多浩大。
無法測透，永遠無盡頭，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十架的冠冕》(曲/詞 : 伍偉基，版權：不詳)
路是難走，但比起祢的十架路，我今天算甚麼，來起身再走過。
遇著痛苦，祢亦經過世間苦與樂，
祢的救贖愛海，我得勝和釋放。
* 凝望著十架的冠冕，仰望祢度過每天，
祢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
無論遇著困苦憂愁，祢亦會在我身邊，
祢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

下午堂唱頌歌詞

《萬有都歸祢》

(曲/詞:張樺，編曲:潘盈慧，版權:同心圓)

祢是榮耀，至美尊崇，萬有都歸於祢名下。
配受傳頌，至偉至聖尊貴，願讚揚獨有主美善的真諦。
* 齊向祢舉手傳揚，神的犧牲與十架，
同頌祢深厚大愛，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
原是祢恩典降臨，眾山海都震撼呼應，
讓我靈，為祢歌，獻奉至誠頌讚到萬世。
Coda 讓我靈為祢歌，獻奉至誠頌讚到萬世。
《何等恩典》(曲:游智婷，詞:謝秉哲，版權:讚美之泉)
以真誠的心，降服在祢面前，開我心眼使我看見。
以感恩的心，領受生命活水，從祢而來的溫柔謙卑。
* 何等恩典，祢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祢寶血為我流？
何等恩典，祢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滿讚美。
Bridge:
祢已挪去，我所有枷鎖，祢已挪去，我所有重擔。
祢已挪去，我所有傷悲，祢的名配得所有頌讚。
《能不能/一生愛你》(詞、曲：鄭懋柔，游智婷，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我屬於祢，祢是我永遠的福分，只想日夜在祢殿中獻上敬拜，
定睛在祢的榮美，世上一切變暗淡，除祢以外，我還能有誰。
* 能不能，就讓我留在祢的同在裡，
能不能，賜我力量讓我更多愛祢，
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祢殿中，
獻上敬拜，全心全意來愛祢，
親愛的寶貴耶穌，祢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祢吸引，愛祢是我的喜樂，
* 一生愛祢，一生敬拜祢，一生愛祢，一生榮耀祢，
一生奉獻，一生不回頭，一生愛祢，跟隨祢。
［回應詩］

《《因主看顧》
(版權:不詳)

1. 大海翻滾，山嶺動搖，雖掙扎從未退卻，
是我主深恩帶我經過，路途得主看顧。
2. 俗世多險阻，衝過逆流，雖險惡仍未放棄，
是我主深恩帶我經過，路途得主看顧。
* 雖然曾遇變故，但祢恩典從沒動搖，雖然常遇痛苦艱辛，
但也不絕望驚怕。遭風雨未怕，雖風雨未停，因主看顧。

講道大綱
題目：箴言選讀(完)：我們是何等愚昧無知
經文：箴言 1:22，32-33
箴言中的愚昧

愚昧的不同表達

不要愚昧：尋求聖經智慧

討論問題：
1.

我們何處有智慧能力，在何處往往軟弱愚昧？

2.

我們是何種愚昧？如何影響我們，甚至招受損傷？

3.

我們承認自己的愚昧嗎？為什麼？

4.

相信主和尋求智慧有何關係？不是信主後祂賜下的嗎？

5.

今天起，我要如何尋求聖經中的智慧？

祝宗麒牧師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每周代禱欄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0 日)



阿富汗
阿富汗是一個位於亞洲中南部的內陸國家，坐落在亞洲的心臟
地區。塔利班於 2021 年 8 月 15 日佔領首都喀布爾，控制了阿
富汗。阿富汗的新統治者正在隨機搜查房屋，積極尋找與西方
或基督教有關的任何人，留在該國的基督徒對自己的生命感到
恐懼。40 多年來，基督徒在阿富汗公開敬拜都感到不安全。現
在，他們害怕會被綁架或殺害。隨著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
成千上萬人逃離了阿富汗，在鄰國成為難民，使本已滯留在該
地區其他地方的 220 萬阿富汗難民人數，再加添一批難民。
禱告：
為阿富汗鄰國祈求神的保護，免被伊斯蘭極端分子滲透或攻擊。
為服侍阿富汗難民的基督徒代禱，祈求上帝賜屬天的智慧和力
量給他們，好叫他們知道如何向難民們展現耶穌的愛，依照聖
經的教導歡迎流浪在外的人。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在疫
情中的平安。感謝神為他們預備了一位義工醫生（醫生是青年
人"阿聯拿"的母親）
，每月來學校一次，為窮人義診，她的幫助
對窮苦患病者是很大的安慰和盼望。
助學計劃已開始，校長樂意全接收他們帶來的貧苦學生，包括
幼稚園，小學和中學。有些輟學了 3 年，有些從未上過學校，
教會並為他們預備齊全文具上課，求主繼續保守帶領。
香港職業足球員的薪金已經微薄，他們往往要做兼職幫補生計。
在過去年多兩年有球隊稱受疫情影響，出現欠薪的情況，部份
有半年至九個月之多。球員若受傷不能出賽，收入可能更少。
甚至有球隊散班，足球員頓變成失業。讓我們記念他們的需要，
禱告主給「香港職業足球員協會」有資金，能夠照顧到有需要
的球員。
全球疫情仍未受控，這一場改變世界的瘟疫對發展中的貧窮國
家為害更大，求主施憐憫，讓疫情盡快止息。
經過疫情洗禮後的教會，聚會人數受限，弟兄姊妹見面少了，
願主重整我們信仰的焦點，定晴天上榮耀冠冕，珍惜自由聚會
的機會，深化肢體關係，以更成熟的信仰生命迎向 202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