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2 月 5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魏金泉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曹錦能牧師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曹錦能牧師
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牧師
讀經．．．約翰福音 2:1-11．． 曹錦能牧師
講道．．給生命終極的喜出望外．．．．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 曹錦能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12 月 4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生命為何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歌林多後書 5:1-10
主席．．．．．．． 陳澤琳姊妹
司琴．．．．．．． 黃睿軒弟兄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跟耶穌作門徒 - 定啲去!

講員：魏金泉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曹錦能牧師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光詩班
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牧師
讀經．．．約翰福音 2:1-11．． 曹錦能牧師
講道．．給生命終極的喜出望外．．．．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 曹錦能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2021 年 12 月 8 日周三崇拜

講員：魏金泉牧師
司琴：談敏儀姊妹
主席：黃熙翔弟兄
敬拜隊：香草山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簡民基牧師
讀經．．．約翰福音 2:1-11．． 簡民基牧師
講道．．給生命終極的喜出望外．．．．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 簡民基牧師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題．．．．．． 全然信靠上帝

講員：魏金泉牧師
司琴：梁綽軒弟兄
主席：盧銀鳴幹事
敬拜隊：恩典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余劍雲牧師
家事分享、公禱．．．．．．．． 余劍雲牧師
讀經．．．約翰福音 2:1-11．． 余劍雲牧師
講道．．給生命終極的喜出望外．．．．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 余劍雲牧師

講員．．．．．．． 魏金泉牧師
經文．．．．

馬可福音 4:35-41

主席．．．．．．． 陳安來弟兄
敬拜隊．．．．．． The Bridge
聖餐．．．．．．． 祝宗麒牧師

講員．．．．．．． 李瑞媛傳道
經文．．

哥林多後書 2:14-3:6

主席．．．．．．． 簡民基牧師
司琴．．．．．．． 王惠明姊妹

家事報告
1. 今年是希幔兒童合唱團成立十周年，感謝天父的帶領，讓希幔在過去十
年來培訓了很多兒童以音樂敬拜事奉神；也感謝天父帶領未信主的家長
來到教會，藉著兒女參加希幔而有機會認識耶穌，並且接受耶穌做生命
的救主。聖誕節將近，希幔將會於 12 月 12 日(星期日)下午 1:45—2:15
於一樓禮堂獻唱詩歌，見證神對世人拯救的大愛，歡迎會眾、家長和小
朋友出席，特別鼓勵曾經參加希幔的同學和家長出席，一同見證主恩
典。
2. 2022 年教會月曆已備妥，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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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弟兄姊妹可於教會辦公室索取心意卡，把你對王牧師榮休的祝福寫上，
並於 12 月 12 日前交回辦公室，將會集成一套紀念冊送予王牧師。
4. 2022 年印尼文記事簿備有少量可派發，請於各堂崇拜後到一樓玻璃檯或
地下停車場索取，派完即止。


平安夜佈道晚會
日期：24.12.2021（星期五）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九龍靈糧堂一樓禮堂
主領：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內容：詩歌讚美、見證及信息分享
講員：鄧淑儀 Yvonne 姊妹（基恩敬拜總幹事）
見證：林寶鈿姊妹（基恩敬拜同工）
見證簡介： 寶鈿姊妹在破碎家庭成長，寄人 籬下的生活，使她從小缺
乏安全感，神怎樣使她在患難中經歷平 安和安慰？
誠邀未信親友出席，讓他們找到人生的盼望和出路。如有查詢，請聯絡
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 聚會當晚設有現場直播，稍後會發放有關的連結，敬請留意。

閱讀小組 - 在大時代中圍讀取暖
閱讀，使人得力！與弟兄姊妹一同閱讀，分享心得，更是好得無比！你可以與牧
者及組員一起完成閱讀一本書，每期有 6 次聚會，可以慢慢探討及體味每本書的
特別，每個作者的文風，每個課題的內涵。希望你也能開始這個閱讀之旅 !
第二期 書目
第三期 書目預告 (稍後報名)
A 組:
盧森堡：
馬約珥：
梁桂霞傳道 《非暴力溝通：愛的語言》
《耶穌與猶太人大屠殺》
B 組:
司傑恩：
司傑恩：
祝宗麒牧師
《天國好生活：
《讓群體發光：操練信望愛的
實踐登山寶訓的人生》
美好關係》
C 組:
黃嘉樑：
《小王子》+ 周保松：
曹錦能牧師
《我們與不信的距離》
《小王子的領悟》
人數:
每組 10 人 (3 組同步進行，因此每期只可參加 1 組）
日期:
16/1, 23/1, 13/2, 20/2, 27/2, 20/3
時間:
中午 12:30
地點:
3樓
查詢:
可聯絡梁傳道，祝牧師或曹牧師
報名:
https://forms.gle/ueXkWzQSQ7TKhZXM9
截止:
2/1/2022 (主日)
書目簡介:
A 組:《非暴力溝通：愛的語言》
作者：馬歇爾．盧森堡 (Marshall B. Rosenberg)
作者早年深受言語和肢體暴力之苦，使他思索：「究竟是什麼，使人們難
以體會到心中的愛，以致互相傷害？又是什麼，讓有些人即使在充滿敵意
的環境中，也能心存愛意？」最後，他發現了「非暴力溝通」，依此來談
話和傾聽，能使人們心意相通、和諧共處。
B 組:《天國好生活：實踐登山寶訓的人生》
作者：司傑恩 （James Bryan Smith）
透過登山寶訓，司傑恩帶我們一一檢視天國生活的每一面，並藉由實際可
行且豐富有趣的操練，走向日漸豐富的生活：透過好好地開心｢玩耍｣，我
們操練更像小孩，能夠交託；藉由｢守安息日｣，放手讓神照顧我們，因而
不再發怒；練習｢禁戒媒體｣，使神賜給我們的情慾能有好的方向；試著｢
一整天沉默｣，好讓我們的口舌能操練不說謊！
C 組:《我們與不信的距離》
作者：黃嘉樑
透過研讀 6 個舊約聖經人物：阿伯拉罕，雅各，以掃，以撒，基甸，參孫
的故事，本書讓我們看到信仰的力量及其觸動人心之處，往往不在於非黑
即白的泛道德評斷，更不在於我們對聖經不求甚解的望文生義，而在於聖
徒那些糾纏不清的信心經歷，他們雖不完美，卻與「信」活得貼近。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嬰兒暨兒童

19/12

早堂崇拜

奉獻禮

(第三主日)

10:45

轉會

「生命成長
工程」
門徒訓練

秋高送爽
郊遊樂

地點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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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1/2022
(每月第一個
星期六)

下午

六樓

2:00 - 4:00

桃李門

05/12/2021
(今主日)

報名：
https://forms.gle/PNTjD3zrRMowi2rP6
18/12/2021
(六)

早上
9:00 - 13:00

報名：

西貢北潭 至
黃石碼頭 11/12/2021
(六)

https://forms.gle/GFJBZC8jkCMKpvDH7
05/01/2022 至
晚上
08/06/2022
8:30 - 10:00
(三)

＜「奪寶奇兵
ZOOM
之
新約旅程＞
報名：
網上課程
https://forms.gle/UYxHZEGz9AbgxA7v6

26/12/2021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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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後將收到基教部 / 行山組電郵確認接納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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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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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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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傳(1-12)， 詩(12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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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
因著有關慈善機構稅務條例的最新指引，由即日起本堂不會再為會眾「代
收付還」奉獻，意思是本堂不會代收奉獻並交付有關福音機構，若有會
眾欲對外間機構奉獻，請直接把奉獻寄往有關福音機構，不便處請見諒。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每周代禱欄 (12月5日至12月11日)



利比亞
利比亞是北非的一個阿拉伯國家，雖然是非洲國家，但人口以
白種阿拉伯人為主，人口約 666 萬，98.6%人口信仰伊斯蘭教。
利比亞沒有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公開的教會生活不大可
能。儘管該國大約有 34,500 名基督徒，但只有極少數是利比亞
人，大部分是外籍和移民工人。公開分享信仰是非法的，那些
試圖與他人分享基督教信仰的人有遭受暴力反對和逮捕的風險。
利比亞沒有中央政府，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當基督徒遭到
襲擊或殺害時，幾乎沒有機會獲得司法公正。
禱告：
為承受巨大壓力的利比亞信徒祈禱，尤其是因信仰而被捕的信
徒，為他們祈求保護和釋放。
為利比亞的當權者禱告，為和平與穩定禱告，多年的無政府狀
態和權力鬥爭，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也侵蝕了人們對未來的
希望，在這種無法無天的情况下，基督徒和其他少數族群變得
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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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貧民區教育時候，分班向學員傳福音，共
有 60 人決志信主，隨即就開始初信栽培班，由於決志者的教育
程度有差異，請為黃牧師、師母他們每週編寫適切的課程禱告。
閱讀中心已開放，請為這事工的配套禱告，他們在花園建造一
個多用途的活動室，作為大學生溫習的場所，能更有效服事大
學生。
還有幾個星期聖誕節就到了，很多商店已經貼上聖誕裝飾，商
業中心的外牆也掛起燈飾，但比往年遜色；為了節流大型的燈
飾工程減少了或縮減規模。去年燈飾業的生意因疫情的影響比
前年跌了三成，今年可能會有好轉，但因為商場較重視內部的
裝飾，以吸引顧客購物。因此，燈飾公司在大型工程的生意大
不如前，而從事電工的工人收入也會減少。
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在全球蔓延，求主掌管一切，讓藥廠能
盡快研發出有效的疫苗或抗病毒藥物，使新感染的高風險患者
能減低死亡率。又求主賜智慧給政府部門，能制定相關的應變
措施，以減少受感染和傳播的機會。
繼續為聯合道渠道工程禱告，求主保守工程平安和順利，讓 322
可以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通過，能早日批出入伙紙。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耶和華行了大事》
(曲:曾祥怡，詞: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1.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祂鋪張雲彩當遮蓋，夜間使火光照。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祂在乾旱之處使水流成河。
2.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祂命令狂風止息，那波浪就平靜，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行了大事，祂張開雙手，我們就得飽足。
* 我們要歡呼，述說祂的作為，我們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
我們要歌頌，要歡呼；述說祂的作為。
我們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
Bridge: 祂必帶領選民歡呼向前；祂將列國的地賜給我們。
《叫我抬起頭的神》(詞、曲：余盈盈 Sarah Yu，版權: 讚美之泉)
耶和華是我的主，必不致動搖。有耶和華的幫助，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華作我旌旗，必全然得勝。
* 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我們必歡呼。
祢是我的磐石我的幫助。
《我向祢禱告》(曲/詞: 李藹兒，版權:新音樂敬拜創作)
1. 祢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無助困苦中，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是我高臺與詩歌，祢體恤我，祢保守我。
2. 祢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無助困苦中，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是我盾牌與幫助，祢應許我，祢在掌舵。
Chorus 我向祢禱告縱使我軟弱，我雖失信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祢定會開路。
向世界宣告祢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著祢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遵行祢旨意。
Bridge 我看著眾山嶺，吩咐它們挪開，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要帶著信心宣告，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吩咐它們挪開，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要帶著權柄宣告，相信祢定會聽到。
Coda
向世界宣告祢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遵行你旨意，一心倚靠祢神蹟必可看見。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奉祢的名成就美事，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祢旨意彰顯。

中午堂唱頌歌詞

《天地讚美》
（曲:吉中鳴，詞:鄭楚萍，版權:ACM）

地與海奏出歌韻，磐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頌，雲霧同頌吹送，全地奏響聲勢無比。
頌讚聲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事奉，高唱萬有之上，
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 讓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讓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願盡我一生》（曲:Benzon Chan，詞:李俊霆，版權: 原始和聲）
願盡我一生敬拜頌讚，活著要高舉祢愛 此生驚嘆。
願獻出禱告與祈盼 祢再來，施恩手於世間。
患難困苦中祢會營救，萬物歎息只盼祢施恩拯救，
現我只想與祢同去，終此世居於祢愛裡。
VERSE 心所盼看到祢榮面，儘管還未兌現只相信，
祢應許不會缺少，我緊靠主恩典；
心所盼看到祢能力，非黑暗可匹敵只因祢，
死蔭幽谷能逾越，祢必眷顧念記。
TAG 主愛熱切，仿似烈火，主的愛是眾水也不熄滅；
刀劍禍困，生老病死，都不隔絕與主愛永一起。

下午堂唱頌歌詞

《注目望耶穌》
(曲:游智婷，詞:萬美蘭，版權: 讚美之泉)

注目望耶穌，當拋開重擔；永享安靜，永享足夠。
飢渴愛慕主，聖殿內尋求；永享甘泉，永享飽足。
單單專注祢，單單景仰祢；甘背負十架，公義在乎祢。
單單專注祢，單單景仰祢；親切地行近，心意向着祢，親切地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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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與我同在》(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
碰到挫折我靠緊祢，深知主導引我經過；主應許信實永遠沒更改。
縱會碰見暴雨風雪，祢帶領我沒半點驚怕；主的竿引導我唯我所依。
* 漆黑裡、每天中；是我主祢在我身邊。
讚美我主親愛耶穌，在每一刻與我同在。
祢永伴我每日裡、晝夜裡；祢也不改變。
靠祢的應許再燃點，是我的堅固磐石；我的一切在祢手中，我永屬祢。

四堂回應詩
《應當單單仰望主》
(曲/詞:Park Sung Ho，中譯:張漢業，版權:以斯拉詩歌專輯)

全心全意渴慕神慈愛的人，全心全意仰望神平安的人，
創造天地萬物和我們的主，祂是多麼地深愛著你。
全心全意敬拜讚美神的人，全心全意渴望學像神的人，
創造天地萬物和我們的主，接納你為神的兒女。
* 神用祂慈愛的雙眼，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看顧你。
神用祂仁慈的雙耳，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傾聽你。
在黑暗處祂以光明照亮著你，極微小的呻吟，
祂都細心地垂聽，無論你在何處何方，
應當仰望主，應當單單仰望主。
～～～～～～～～～～～～～～～～～～～～～～～～～～～～～～

頌光詩班獻詩歌詞
《榮耀哈利路亞》
(詞/曲：Natalie Sleeth (尹慶樑譯))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佳音全地播揚，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以馬內利來臨！
祂是道成肉身降世拯救普天下人，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基督今天降生！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我們齊聲頌揚，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高唱讚美樂歌！
從天降臨為顯神愛，聖嬰馬槽誕生，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使人同蒙神恩！
神子耶穌降世間，為拯救世上人，
救恩降臨到萬邦，始於聖誕早晨，
歡欣！歡欣！與天使同聲唱！歡欣！歡欣！稱祂為王！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在伯利恒降生，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明星引領聖！
亮光照耀馬槽小床也照耀全大地！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永永遠遠盼望！
哈利路亞，榮耀哈利路亞，永永遠遠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