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2 月 19 日
福音主日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鄺振華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主席：杜嘉華姊妹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余劍雲牧師
讀經．．．．羅馬書 12:1-2．． 余劍雲牧師
講道．．．成為獻給耶穌的禮物．．．．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余劍雲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12 月 18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聖誕快樂？！
講員．．．．．．． 李懷蓉傳道
經文．．．．． 馬太福音第一章
主席． 劉崇達執事、王鎮平弟兄
司琴．．．．．．． 王惠明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假‧當真

講員：鄺振華牧師
司琴：鄧玉玲姊妹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恩詩班
家事分享、公禱．．．．．．．． 王華燦牧師
嬰兒暨兒童奉獻禮．．．．．．． 王華燦牧師
讀經．．．．羅馬書 12:1-2．． 王華燦牧師
講道．．．成為獻給耶穌的禮物．．．．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員：鄺振華牧師
司琴：鄧玉玲姊妹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簡民基牧師
讀經．．．．羅馬書 12:1-2．． 簡民基牧師
講道．．．成為獻給耶穌的禮物．．．．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簡民基牧師

講題．．． 以馬內利—神‧同在

下午堂崇拜(水禮)～～～～～～下午三時正

講員．．．．．．． 李懷蓉傳道

講員：余劍雲牧師
司琴：廖曉智弟兄
主席：陳素芳執事
敬拜隊：麥子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主席
證道．．．加二 20 - 活著．．． 余劍雲牧師
灑水禮．．．．．．．．．．．． 簡民基牧師
浸禮．．．．．．．．．．．．． 王華燦牧師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講員．．．．．．．． 林晶傳道
經文．．．．． 歌羅西書二 16-17
主席．．．．．．． 關愉欣姊妹
敬拜隊．．．．．．．．． Shema

2021 年 12 月 22 日周三崇拜

經文．．．．． 以賽亞書第七章
主席．．．．．．． 鄭曼莉姊妹
司琴．．．．．．． 周潔珠姊妹

家事報告
1. 感謝神今主日邀請到浸會神學院副教授鄺振華牧師到本堂證道，願主親
自報答。
2. 請應屆受浸者及轉會者出席下主日(12 月 26 日)早堂 10：45 之入會禮。
3. 24/12 平安夜佈道會當晚，於三樓設有同步祈禱會，歡迎未邀請到新朋
友的肢體參加，一同為聚會及參加者禱告。由於停車場用作陪談場地，
除了同工車輛外，其他車輛不能停泊，不便之處，請大家包容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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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 月 21 日(星期二)為冬至，本堂辦公室 3 時暫停辦公，另晚上 5 時後
暫停一切活動，敬請留意。


元旦崇拜/執事就職典禮
日期: 2022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 早上 10:00-12:00
講員: 雷競業博士


本堂聖誕節期間開放時間
12 月 21 日(星期二) 冬至

下午 5:00 後一切活動暫停
(辦公室 3 時後停止辦公)

12 月 24 日(星期五) 平安夜佈道晚會

停車場不便泊車

12 月 25(星期六)

本堂照常開放至晚上

長者崇拜(下午 2 時)
青年崇拜(下午 4 時)

12 月 31 日(星期五) 大除夕

下午 5:00 後一切活動暫停

1 月 1 日(星期六)

下午 1:00 後一切活動暫停

元旦崇拜(上午 10 時)


第 161 屆(12 月)水禮及轉會名單
12 月的水禮將結合下主日(即 19 日)的下午堂舉行。
水禮者：黃燕玲、陳湛麟、梁秀歡、周群珠、張東嬌
張瑞華、區惠群、黃伯昌、胡智恆、馮麗儀
林天樂、沈敬華、曾惠訢、歐灝然、曾紀滔
轉會者：蘇永和、廖曉智、吳美蘭
特洗者：(由 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2 月)
馬達、楊鳳華、陳採定


2021 年嬰兒暨兒童奉獻禮名單(2021.12.19)

唐智基（父）、楊蕙鈴（母）-黃睿峯（父）、曾芷菁（母）-馬陞胤（父）、黃穎祺（母）-林俊鵾（父）、蔣慧盈（母）-張栢淳（父）、陳靖娸（母）--

唐卓祈（男）
黃希遙（女）
馬信行（男）
林臻怡（女）
張沐見（男）



新同工履新
感謝神讓本堂信徒鄭曼莉姊妹，看到教會辦公室和安息禮拜事工的需要，
願意回應上帝的呼召，回到本堂服侍，擔任辦公室幹事一職，在安息禮
拜事工和辦公室行政方面服侍和支援。鄭姊妹自 1991 年受洗加入本堂，
熱心參與詩班，小組，崇拜主席等服侍。查姊妹過去多年來於商業機構
和學校任職行政及辦公室工作，有豐富行政經驗，本會深慶得人，請信
徒為其適應禱告，同心事主。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鄭曼莉 Anne，認識我的人都叫我曼莉或者(讀音 Annie)，
感謝神的帶領，有機會在自己教會事奉及服侍，在今年參加了門徒訓練，
啟蒙了我的召命，讓我帶著愛去服侍弟兄姊妹，並與哀傷者同行，在羅
馬書 12:15「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在新的異象，新
的方向，讓我在這裡啟航，向目標前進，願主帶領及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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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崇拜 - 聖誕福音慶祝會
主題：「祂來……尋找和拯救！」
日期：2021年12月25日(六)
時間：下午二時
地點：一樓禮堂
信息：簡民基牧師
福音粵曲：頌讚傳使命小組
見證：陳美艷姊妹
美艷曾經信了佛多年，但她因為看見基督徒的生命與別不同，就毅然決定
相信耶穌基督。她認為是主耶穌親自尋找和拯救她，並且讓她經歷主數不
盡的奇異恩典！鼓勵你邀約未信的親友來聽聽美艷的生命故事……

日期：2021 年 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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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開課日期：2022 年 1 月 9 日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日上堂)
時間：（A 班）上午 10:45–12:15，（B 班）下午 12:30–2:00
對象：18-64 歲，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及重整信仰者
導師：鄧惠玲傳道
凡有興趣參加，請向鄧惠玲傳道報名及查詢（2336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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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2 月已完成過往 2 年的讀經計劃，2022 年起會眾可自行使用讀經進
度表讀經，進度表可到辦公室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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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日期
16/1,23/1,13/2,

閱讀小組 - 20/2,27/2,20/3

時間

地點

中午12:30

教會3樓

截止日期

2/1/2022

在大時代中
圍讀取暖

對象/

(主日)

報名：
https://forms.gle/ueXkWzQSQ7TKhZXM9

＜「奪寶奇兵
之
新約旅程＞
網上課程

5/1/2022 至

晚上

8/6/2022(三)

8:30 - 10:00

ZOOM
26/12/2021
(主日)

報名：
https://forms.gle/UYxHZEGz9AbgxA7v6



同工動態

祝宗麒牧師將於今主日(19/12)外出到屯門中華宣道
會恩友堂講道。

講道大綱
講題：成為獻給耶穌的禮物
經文：羅馬書 12:1-2
要成為耶穌喜愛的禮物，需要思考兩個問題
一.你與收禮人(耶穌)有甚麼關係？

二.收禮人(耶穌)是否喜悅這份禮物？

鄺振華牧師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每周代禱欄 (12月19日至12月25日)



厄立特里亞國
厄立特里亞國通稱厄利垂亞，是位於非洲東北部的國家，瀕臨
紅海，人口約 543 萬，首都為阿斯馬拉，民族以提格利尼亞人、
提格雷人等為主。國民信仰東方正統教會和伊斯蘭教的約各佔
四成多，基督徒約有 255 萬人。來自非傳統教派的基督徒在厄
立特里亞面臨著政府和厄立特里亞東正教的最嚴峻逼迫。厄立
特里亞東正教是政府認可的唯一基督教派，並且受到當權者的
嚴格控制。政府安全部隊監聽電話，審查活動並進行針對基督
徒的頻繁突襲，沒收基督教材料並破壞家庭教會。基督徒會在
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逮捕和監禁，許多基督徒因其信仰而被關
押在不人道的監獄中，親人常常不知道他們在哪裡，是否還活
著。
禱告：
記念信徒的信心不住增長，愛心增加，他們的信心能在逼迫和
苦難中堅定不移。
為因信仰而被囚於監獄遭受痛苦折磨的信徒，以及他們的妻子
和孩子禱告；求上帝向這些家庭顯出祂的恩典，並供應他們的
靈性和身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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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宣教士黃聲鋒牧師因心肌梗塞留醫院禱告，求主醫治祂的
僕人，並能及早獲緊急安排到留尼旺醫院接受診治。
市民由本月 9 日起進入食肆等處所，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手
機應用程式。雖然殘疾人士獲得豁免，可用填紙仔代替，但視
障人士有一定的困難，而食肆未必有人手協助；甚至有部份食
肆員工因不清楚豁免安排，拒絕視障人士進入。盼望食肆員工
在這適應期能有耐性向顧客(包括視障人士)解釋和盡量協助，
而政府又能制定優化的方案，給視障人士更多的方便。
踏入冬至，聖誕的時節，讓我們珍惜和親人朋友相聚的機會。
又記念因為疫情，出入境限制，或其他原因，未能與親友團聚
的人，願主格外施恩同在。
感恩有新一屆的肢體受浸見證主的救恩，和轉會加入九龍靈糧
堂大家庭。求主祝福大家，一同在這屬靈家庭成長成熟，在這
時代作主的門徒。

清晨堂唱頌歌詞

《榮耀歸於真神》
(版權:世紀頌讚５９首)

1.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 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2. 救主流寶血，何等全備救恩；真神應許賜給凡信祂的人；
罪人中之罪魁若真心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
3.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藉聖子耶穌我們得大歡喜，
至聖至尊榮我主耶穌基督，將來得見主面，何等大恩福。
*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讚美主，讚美主，
萬民快樂高興！請來，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榮耀歸主，
祂已成就大事工。
《新生王歌》(版權:靈糧詩選 65 首)
1.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神、人融洽長歡欣，
地上平安人蒙恩，興起，世間大小邦，齊與諸天共頌揚，
天唱地和喜不勝，基督生於伯利恆。
2. 基督本為永生主，天使、天軍齊拜俯，末世竟然由天降，
生於童女成人狀；至高上主披肉體，聖道化身尊降低，
甘與世人居下地，乃我主以馬內利。
3. 歡迎天降和平王，歡迎輝煌公義光，祂賜世人生命糧，
祂消痛苦治創傷；謙卑放下天榮尊，降世救人免沉淪，
要使罪人得重生，蒙恩常與主相親。
4. 萬國救主萬國望，願主居於我心上，魔鬼權勢全瓦解，
使我勝過惡世界，罪性消除污去清，從此印有主聖型，
基督降生救世眾，罪人復得主愛寵。
*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於新生王」。
《我的救贖者活著》(詞:萬美蘭、游智婷，曲: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回應詩]
《獻上今天》(曲:吳秉堅，詞:陳鎮華，版權:ACM)
1. 掌握今天，讓這天作奉獻，為那永活國度快將再臨這地面，
要珍貴這一天，盡心思意志，努力承擔主所告知。
2. 掌握今天，盡發揮作奉獻，懷著畏懼戰慄意專心誠無雜念，
人熱誠心志堅，主必施愛眷，且賞賜天上大榮冕。
* 將身心相獻，態度純一真摯，應堅守信心愛心不敷衍，
天天皆相獻，困倦毫不抱怨，要竭盡全力付上永不變。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1.

《聽啊！天軍讚美聲》
（譯詞:西伯，版權:共享詩歌）

按照聖經裡所訓示，基督降生於世上，
由童貞之女生下，是人世代所盼。
2. 這晚眾星更顯燦爛，皆因救主生世上，
原來基督安躺馬槽，牧人正在俯拜。
3. 聽啊！讚歌正飄揚，知否救恩的意義，
人人因祂得享永恆，身處美麗天國。
* 聽啊！天軍讚美聲，敬拜降生的主，
願平安歸於所有人，願人快樂歌唱。
《祢是耶穌我的一切》（曲：歐詠恩，詞：朱浩廉、陳美儀，版權：角聲使團）
1. 歷世萬邦，誰可與祢相比？尊貴的祢，縱是神但卻謙卑；
願降生，來體恤我憂困，祢是耶穌，至善至美！
2. 讓我用口，來宣告祢亮麗，因祢的愛，眼淚全被祢沖洗；
沒有主，人生便沒作為，祢是耶穌，愛我到底。
* 唯獨（神）祢，是我所愛的，
全力盡心尊崇，祢是我的一切榮耀；
祢，為（給）我擺上的，愛是那麼完美，
讓我，讚頌榮耀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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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
《復興聖潔》（曲:曾祥怡，詞: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主願祢復興我，心中的聖潔，使我心完全潔淨，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靈。主願祢復興我，心中的聖潔，
將我分別為聖，作祢榮耀尊貴器皿。
* 我的身體今已為祢預備，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我的生命只願為祢而活，榮耀祢名。
我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一生高舉基督的聖名。

頌恩詩班獻詩歌詞

《聖誕頌歌》
(曲:Eugene Butler，譯詞:黃葉綺娟)

那天有引路天使指引荒野牧人，領他們瞻見耶穌馬槽在伯利恆。
東方博士有景星，亮光明如白天，領他們見主光輝在聖誕夜顯現。
他們蒙引領朝見主耶穌真神，尋找必尋見衪，接衪進你內心。
那希律也尋找衪，牧人躲藏靜寂；眾博士趕路奔波，天使消聲匿跡。
若真誠尋求救主，只需獻上你心。牧羊人與眾博士必聽聞你樂音。
他們蒙引領朝見主耶穌真神，尋找必尋見衪，接衪進你內心。
尊一付出心意，尋主必尋得見，眾天使天軍頌歌，領你見永生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