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2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莊燕玲姊妹
敬拜隊：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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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5:1-21．．祝宗麒牧師
講道．．．．．．．生死新常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2 年 1 月 1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崇拜暫停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莊燕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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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宗麒牧師
讀經．． ．哥林多後書 5:1-21．．祝宗麒牧師
講道．．．．．．．生死新常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題．．．．．．．．生死新常態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廖曉智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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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宗麒牧師
讀經．． ．哥林多後書 5:1-21．．祝宗麒牧師
講道．．．．．．．生死新常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經文．．．． 哥林多後書 5:1-21

講員：祝宗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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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宗麒牧師
家事分享、公禱．．．．．．．． 祝宗麒牧師
讀經．． ．哥林多後書 5:1-21．．祝宗麒牧師
講道．．．．．．．生死新常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崇拜暫停

2022 年 1 月 5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主席．．．．．．．．陳淑儀傳道
司琴．．．．．．．．楊斯妮姊妹
聖餐．．．．．．．．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鑑於會眾可能會有個人住址、電話、電郵等資料轉變，請盡早將有關
資料與本堂辦公室聯絡，或到本堂網頁「會友資料更新」中提交。
2. 下周主日(1 月 9 日)早堂崇拜後 12:30，在三樓副堂舉行差傳祈禱會，
是次為梁志韜宣教士夫婦禱告，歡迎信徒出席。
3. 九龍靈糧堂 70 周年呈獻【三代．同堂】張氏訪問特輯，現已上載教
會網頁之「堂慶活動」內，歡迎會眾觀賞。


囍 訊
楊家驥弟兄 與余愷媛姊妹 謹定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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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車本堂留意
因應防疫措施及停車場用地需要，如遇婚禮，除同工及婚禮用車，婚
禮當天中午 12 時到下午 6 時請勿在本堂停車場泊車

聖工人員可免喜慶賀禮
敬啟者：本聯會各會員堂聖工人員，對教友婚嫁喜慶之賀禮，一向免除，
只因時過境遷，多已遺忘，故聯會董事例會曾通過一案，每年例行通告
一次，凡有婚嫁喜慶，聖工人員一律可免送賀禮，並於新年伊始，仰各
會員堂知照，為此特函奉達 台端，敬希通告 貴堂教友，如有需要可
將原函轉載週刊，俾眾週知為荷。
此致
會員堂堂主任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謹啟



2022 年生命成長方向
1-2 月“建立健康 ”的生命
2022 年鼓勵會眾在疫境中，保持心靈的平靜及身體健康，同來齊實踐:
1. 屬靈生命的建立：
培養靈修及禱告的生命，可以透過教會的「讀經進度表」或藉「爾道
自建」或訂購「活水」作為靈修輔助讀物。
2. 健康身體的建立：
作息定時：每天晚上不遲於 12 時前上床休息。
適當運動：每天養成最少 30 分鐘帶氧運動，如：緩步跑，散步……。
均衡飲食：每天三餐：多菜少肉、少鹽及少糖及飲 8 杯清水。
3. 健康情緒的建立：
每天保持心境開朗，學習正向思維，培養出「常常喜樂」及「凡事謝
恩」的品格。
4. 群體生活的建立：
恆常出席教會團契，小組，或參加教會的讀書組，行山組等興趣小組
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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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活動優先外，場地借用以先到先得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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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崇拜需知
1. 請預備一安靜空間，並請其他人勿打擾。
2. 請預先 5-10 分鐘坐下等候神，預備心靈敬拜主。
3. 請關閉影響崇拜的電子傳播媒體。
4. 崇拜期間請不要進行任何飲食，如非必要請勿離開座位。
5. 崇拜進行時請停止與人交談，專心崇拜。
6. 請跟隨主席一起頌唱讚美主。


請準時出席崇拜
崇拜不單是一個聚會，而是一個你面見神的空間。學習操練準時出席崇
拜，令你更能投入崇拜的程序之中，讓你屬靈生命得到更大的餵養和蒙
福，而且也是你向神表達尊重敬愛的態度。在此鼓勵你準時出席崇拜，
藉此向神獻上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靈祭。

本堂 2022 網上跨文化課程
【進入伊斯蘭世界】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WI）
穆斯林人口已佔世界人口的 1/4，他們就在我們旁邊或附近，是我們的鄰
居或朋友，讓我們來對他們有更多的認識吧。歡迎本堂信徒參加。
內容：伊斯蘭的創立、擴展、信仰、日常生活、靈性世界、文化障礙、
如何接近及分享。

老

師：畢姚芬牧師

上課方式：網上課程 (ZOOM )，上課前將有同工給予網上連結(LINK)。
上課日期：2 月 16 日 至 4 月 6 日（逢禮拜三）
上課時間：晚上 7：30 - 9：30
上課次數：8 堂
人

數：8 人以上，如人數不足將另通知課堂取消。

截止日期：2 月 6 日
報名：https://forms.gle/5sjw4f5vnveJTJqb9
查詢與聯絡：王玲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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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地點

16/1,23/1,13/2,
下午12:30
教會3樓
閱讀小組 - 20/2,27/2,20/3
在大時代中
圍讀取暖 報名：
https://forms.gle/ueXkWzQSQ7TKhZXM9

截止日期
2/1/2022
(今日)

2022 年
水禮 A 班

13/02/2022 至
06/03/2022
(主日)

早上
9:15 -10:15

六樓
桃李門

06/02/2022
(主日)

2022 年
水禮 B 班
(長者)

08/02/2022 至
08/03/2022
(二)

下午
2:30 - 4:00

六樓
青苗園

30/01/2022
(主日)

桃李門

不適用

水禮班報名：
https://forms.gle/UJHW6cN6xbNo3WRJ7
A 班：上午
10:45-12:15
每月逢第 2 及
第 4 個星期日
2022 年
信仰探索班

B 班：下午
12:30-2:0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重整信仰者
查詢或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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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題目：生死新常態
新舊與生死

共存的張力

新的一年，選擇生命

討論問題:
1. 身體邁向衰老對你來說，是怎樣的一回事？身體有能力復原又給你什
麼感受？
2. 信仰生命也是生與死同時並存，是否很抽象？你多注視那一方面？

3. 你是神的精心傑作，你真心相信嗎？你又會習慣反問上主什麼問題？
4. 神常給我們選擇，你覺得困難嗎？為什麼？新的一年，你在信仰路上，
又有什麼選擇？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1月2日至1月8日)



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
尼日利亞為西非國家，位置在非洲畿內亞灣西岸上面，西面是
貝寧，北面是尼日爾，東面是乍得和喀麥隆，南面就是畿內亞
灣。尼日利亞是非洲各國之中最多人的國家，人口約 2 億。在
尼日利亞因信仰而被謀殺的基督徒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在
該國北部和中部地區很普遍，且開始延伸至南部。在這些襲擊
中，基督徒經常被謀殺，或者他們的財產和謀生方法被毀。男
人和男孩特別容易被殺害；被留下的婦女和兒童非常脆弱，親
眼見到襲擊者的所作所為。罪犯很少被繩之以法。基督徒婦女
經常被這些激進組織綁架和強姦，有時被迫嫁給穆斯林。
禱告：
許多信徒流離失所，失去親人和家園，遭受創傷；祈求主的恩典
和安慰臨到他們。求主靠近被綁架者，讓他們都被釋放或獲救。
為布哈里總統和他的政府祈禱，他們將採取果斷行動，保護國
內所有公民。
禱告記念彼得&佑寧宣教士伉儷在留港的日子，成為工人姐姐
們的祝福，在她們當中活出神的大愛，彰顯祂的大能。
求主祝福保守在 M 國相熟的穆民朋友和家庭，願神保守他們在
疫情下平安健康；幫助他們能維持生計，但願他們早日明白真
理，接受救恩。也求神保護中部歸主者群體，在瘟疫中更加投
靠神，繼續成為家族、鄰里中之「鹽和光」。
過去 6 年，在工作期間非因意外死亡的個案超過 700 宗，當中
超過一半個案與心臟病有關，而工作過勞正是引發心臟病的成
因之一。而且就現行的《僱員補償條例》，家屬難以獲得賠償。
有團體促當局制定法例，保障工人免於過勞及規管工時，並修
訂補償條例。
為疫情祈禱，本港 Omicron 變種病毒輸入確診個案持續增加，
求主賜智慧給政府相關部門能作出適當的防疫措施，特別是機
場入境的防疫安排，以防止 Omicron 在社區擴散。
為每一位在佈道會中決志相信耶穌或慕道朋友祈禱，求主感動
他們的心願意回來教會繼續認識耶穌，在神的話語上有更多的
學習。
為新堂主任祝宗麒牧師祈禱，求主把加倍的智慧、能力、心力
賜給他，教會在祝牧師的帶領下，進入另一個新階段，信徒生
命被建立、被成全，一同完成主給我們的使命。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曲:林良真、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一顆謙卑的心》
（曲/詞:張靜雅，版權：611 靈糧堂）

「求祢給我一顆謙卑的心，給我一顆受教的靈
好讓我能走在祢的旨意裡，如同耶穌的生命。」（x2）
* 幫助我更多的禱告，幫助我更深的倚靠，
單單相信祢，深深敬畏祢，一生要跟隨祢。
《恩主美善愛眷》
(曲：Siegfried Fietz，調：Von Guten Machten，詞：潘霍華，粵譯：黃巧兒)

1. 塵世變故，我知有恩主看顧，除去驚慌，頃刻安慰引牽，
期盼與祢挽手，縱艱辛不變，迎向新天，光輝終必得見。
2. 沉痛，困惱，創傷至今都憶記，沉重過去交織，捆綁，壓逼，
求祢賜我眾安穩，施恩釋放，憐憫，關心，體恤孤寡小眾。
3. 如祢要賜予我眾險阻挑戰，沿各處披荊斬棘風雨飄，
前往哪裏靠主可心堅不怯，如得賞恩膏，謹遵主旨意。
4. 來看看世界主所應許所賜，崇山峻嶺輝映溪澗美景！
常冀盼你我都可居於主裡，無邊深恩祝福今生伴隨。
5. 誰決意進到憂傷漆黑之處，燃點起燭光，親安撫眾心？
神察看引領，高超光輝啟暗，同跟主恩光，終此生不變！
6. 塵世變故，細聽細想、輕觸碰，神高於諸天，掌管這世間！
來讚美、獻奏、高歌不息音韻，崇拜三一主，身心皆呼應！
* 是主傾出真光照，美善愛眷，路遠也可堅守，因祢護航，
夜幕低首，日光高昇，主引領，信靠救主恩看顧達雋永。

中午堂唱頌歌詞

《耶穌配得至聖尊榮》
(版權:不詳)

耶穌祢配得至聖尊榮，耶穌當受最高讚美。
願全地響應，諸天唱和，來尊崇主聖名超乎萬名。
讓我們屈膝俯伏敬拜祂，因祂聖名萬膝要跪拜；
讓萬口承認；祂是主耶穌，全能神，今我榮耀祢。
* 但願尊貴、頌讚和權能，都歸於祢，都歸於祢；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都歸於祢，都歸於祢，主耶穌，永活真神兒子。
《我的生命獻給祢》(曲/詞：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獻上生命，給最愛的耶穌，完全順服，完全降服。
因祢恩典，使我得以事奉祢，祢的選召沒有懷疑。
* 我的生命獻給祢，背起十架跟隨祢。
願祢的榮耀，彰顯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記，祢如何為我捨命。
耶穌我愛祢，喜樂地跟隨祢。
Bridge 賜給我屬於祢的夢想，帶下祢國度如在天上。
賜給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鷹展翅上騰翱翔。

下午堂唱頌歌詞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曲:林良真，版權:讚美之泉)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祂的聖所讚美祂。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祂的穹蒼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大能讚美祂，要因著祂的榮耀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慈愛讚美祂，凡有氣息都要來讚美祂。
2.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來敞開胸懷讚美祂。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來高聲歡呼讚美祂。
我們要鼓瑟彈琴讚美祂，我們來擊鼓跳舞讚美祂，
我們用絲弦樂器讚美祂，凡有氣息都要來讚美祂。
《一切歌頌讚美》(版權:讚美之泉)
一切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的神，祢是配得歌頌與讚美，
我們高聲呼喊，高舉耶穌聖名，哈利路亞。
* 讚美主，哈利路亞；讚美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x2)

《陪我走過春夏秋冬》(詞：曲麗華，曲：林婉容，版權：恢復粵語詩歌敬拜文化運動)
歷經風浪人生中，更清楚祢在保守，在過去和永遠，仍是信靠祢恩手，
度過歲月成長中，更加深切慕恩主，是祢慰藉憐憫我，主耶穌。
* 祢說始終會伴我秋冬春與夏，疼我，保守我，引導一生，
信靠恩主哪懼怕經多少變幻，信靠主我神永遠被懷抱。
Bridge 祢永不捨棄我，永遠與我一起，深宵清早祢亦陪我過，
過去今天如何，有祢恩典加多，這一切也靠著神跨過。
《我願意給祢》(曲/詞:朱浩廉、吳秉堅，版權:ACM)
1. 我願意給祢，整個的生命，無論是苦楚，快樂，我願仍然給祢。
盼望祢傾聽，盼望祢安慰，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也有著祢。
2. 我願意跟祢，走過一生路，前面是崎嶇滿途，我願仍然跟祢。
盼望祢鼓舞，盼望祢牽引，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永遠屬祢。
～～～～～～～～～～～～～～～～～～～～～～～～～～～～～～

頌光詩班獻詩歌詞
《讚美，哈利路亞！》
(曲：Eugene Butler 詞：Carlton C. Buck (高蔡慧君譯))

讚美，讚美！哈利路亞！讚美造天地主宰，
讚美，讚美！哈利路亞！讚美尊崇全能主。
讚美，讚美！哈利路亞！
祂是受造物的起源，祂寫下救贖大恩典，
祂掌權統治理萬邦，世世代代永長存。
哈利路亞，讚美主名！
萬民當因祂慈愛，讚美主名，
因祂向人所行的一切奇事讚美。
日日年年，讚美主名。
一生年日，讚美主名。
讚美，讚美！哈利路亞！讚美主歡欣頌揚，
讚美，讚美！哈利路亞！感謝頌讚都歸主。
讚美，讚美！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