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9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上午九時

講員：曹錦能牧師
司琴：廖曉恩姊妹
主席：李瑞媛傳道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主席
讀經．． ．．．阿摩司書 4:6-13．．．．主席
講道．．．．．．．哀的美敦書．．．．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曹錦能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2 年 1 月 8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

講題．．．．．．． 哀的美敦書
講員．．．．．．． 曹錦能牧師
經文．．．．． 阿摩司書 4:6-13
主席． 黃潔萍姊妹、伍惠香姊妹
司琴．．．．．．
廖曉智弟兄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 下午四時
講題．．．．．．． 哀的美敦書
講員．．．．．．． 曹錦能牧師
經文．．．．． 阿摩司書 4:6-13
主席．．．．．．． 周彥均姊妹
敬拜隊．．．．．． The Flock
聖餐．．．．．．． 祝宗麒牧師

2022 年 1 月 12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
講題．．．．．．． 哀的美敦書
講員．．．．．．． 曹錦能牧師
經文．．．．． 阿摩司書 4:6-13
主席．．．．．．． 李瑞媛傳道
司琴．．．．．．． 廖曉智弟兄

講員：曹錦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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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錦能牧師
讀經．．．． 阿摩司書 4:6-13．．曹錦能牧師
講道．．．．．．．哀的美敦書．．．．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曹錦能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講員：曹錦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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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錦能牧師
讀經．．．． 阿摩司書 4:6-13．．曹錦能牧師
講道．．．．．．．哀的美敦書．．．．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曹錦能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講員：曹錦能牧師
司琴：李子安弟兄
主席：鄭曼莉姊妹
敬拜隊：甘泉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曹錦能牧師
讀經．．．． 阿摩司書 4:6-13．．曹錦能牧師
講道．．．．．．．哀的美敦書．．．．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曹錦能牧師

家事報告
1. 今主日早堂崇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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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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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茲因疫情轉變，圖書館由 1 月 9 日起暫停服務，會友可將欲歸還書箱、
CD 等放入圖書館的自助還書箱，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網上雙周祈禱會(ZO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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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1 日(星期二)(網上 ZOOM 祈禱會)
時間: 晚上 9:00-10:00
內容: 敬拜禱告，為城市及教會守望。
註：參加者需開視像並請準時 9:00 到本堂網頁(www.kllc.org.hk) 按
上指定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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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訂購其他靈修讀物作為靈修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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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2 年 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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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康祈弟兄 與劉佩華姊妹 謹定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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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晚上 8 時請勿在本堂停車場泊車。

2022【新春福音傳遞 - 送贈親友】
網上認購
新春紅封包，正面印有熨金福字，背面印有福音金句，設計精美，共有
兩款：
1. 長形紅封包（8.8 X 17 厘米）
，每包 25 個，
特價優惠每包 HK$15 元。

2. 橫形紅封包（9 X 17 厘米），每包 25 個，特價優惠
每包 HK$15 元。

另外備有〈福〉字及〈新春全盒〉兩款
福音單張，可放入紅封包內送予親友。
免費送贈，送完即止。

除了紅封包，還有八福臨門之〈神來運到〉福音賀
歲劇（DVD），每張認獻價 HK$20 元。以上各樣貨品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領取時，不設找贖。

認購方法：https://forms.gle/W6S7nQ7x31tkZfzR7
或在福音栽培部壁報版拿取認購表格。填妥後，請交回鄧惠玲傳道信箱。
有關交收安排，稍後會聯絡跟進。
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2022 年
水禮 A 班
2022 年
水禮 B 班
(長者)

日期
13/02/2022
至
06/03/2022
(主日)
08/02/2022
至
08/03/2022
(二)

時間

地點

截止日期

早上
9:15 -10:15

六樓
桃李門

06/02/2022
(主日)

下午
2:30 - 4:00

六樓
青苗園

30/01/2022
(主日)

水禮班報名：https://forms.gle/UJHW6cN6xbNo3WRJ7
本堂2022 網上
跨文化課程
【進入伊斯蘭世界】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WI）

2022 年
信仰探索班

16/2/2022 至
晚上
網上課程 06/02/2022
6/4/2022(三) 7:30 – 9:30 (ZOOM)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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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https://forms.gle/5sjw4f5vnveJTJqb9
A 班：上午
10:45-12:15
六樓
每月逢第 2 及
不適用
第 4 個星期日 B 班：下午
桃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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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本堂：
 支票方式：支票抬頭請寫「九龍靈糧堂有限公司」
(英文: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imited)
 櫃員機 ：本堂恒生銀行帳號為 285-1-113759
 經「轉數快」(FPS)轉賬：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160949137
轉賬後請把奉獻者姓名、奉獻項目(什一/差傳信心/拓建/其他……)
入數收據或網上過數截圖 WhatsApp / Signal 52633834 至本堂。

 每週代禱欄 (1月9日至1月15日)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是一個位於西亞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國家。人口約
3,471 萬，基督徒約 120 萬，主要宗教為伊斯蘭教。沙地阿拉伯的
基督徒主要是外來人士，大多數來自亞洲和非洲的中低收入國家，
但也有一些來自西方世界。他們除了被剝削和報酬低外，由於種族
和地位低下而經常遭受口頭和身體虐待，其基督教信仰也是他們遭
受苦待的原因。來自穆斯林背景人數不多的沙地基督徒面臨更大的
壓力，尤其是來自家人的壓力。外來的穆斯林歸主者也面臨著強烈
的逼迫，情況可能與他們在祖國的相似。無論是沙地或外來的穆斯
林歸主者，大多數人都被迫秘密地踐行信仰。儘管如此，為數不多
的沙地基督徒仍在慢慢地增長，他們變得越來越大膽，在互聯網和
基督教衛星電視頻道上與他人分享信仰。這種公開行動已引起沙地
家庭和當局的嚴重反響。
禱告：
求主繼續使用互聯網來加強和團結信徒，並發展沙地教會。
求主在異夢和異像中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顯明自己，並保護沙地的
所有基督徒，並在他們跟隨和傳揚耶穌時，賜下智慧和辨別的能
力。
禱告記念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伉儷回港述職旅途上的平安，
記念他們回港隔離期間能好好的休息及預備述職的安排。
Gorom 診所有數位資深的外國醫生，正在另一城市捷斯開辦一間
護士學校，專門訓練基督徒醫護人員。求主賜福這個計劃，使
更多有負擔及愛心的工人被訓練出來服侍人及見證神的愛。
變種新冠肺炎似乎開始在社區蔓延，有酒樓群組確診的人數不
斷增加，令食客帶來恐慌的情緒，甚至有客人取消團年飯的訂
單，這會對食肆打擊很大。政府再度收緊防疫措施，會令業界
的經營更加困難。
本港於 2021 年共錄得 935 宗自殺或企圖自殺個案。當中不乏受
情緒病或精神病困擾、財困壓力的人，也有學生因承受不了學
業、家庭或朋輩壓力而輕生。祈求主憐憫，幫助港人能夠多覺
察身邊人的需要，願意以愛心關懷、聆聽，適時提供支援，藉
此讓心靈受困苦得著鼓勵和希望，不致感到孤單無助。
上帝為作新事的神﹗為弟兄姊妹能在新一年經歷上帝新的恩惠、
新的作為，從而更認識上帝，更愛上帝愛人禱告﹗願上帝的眾
兒女們成為世代的鹽和光﹗

《全地至高是我主》

清晨堂唱頌歌詞

(曲:黎雅詩，詞:甄燕鳴，版權:角聲使團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讓這歌盡獻主，
榮光高照諸天。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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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引領我心》
(曲：Steve Leong，譯詞:凌東成，版權:迎欣出版社)

求引領我心，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
求引領我心，願為祢傾出心中愛慕。
* 求引領我心明白主恩，跟主愛深深結合；
衝開心捆綁，一心愛著祢。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全地齊讚頌》
(曲：Herry Smith，詞：凌東成，版權: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讚美天父我多愛祢，高舉主的聖名於這世上，
願祢百姓說出天父祢作為，常用讚美建築上帝的國。
*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過去現在未來，真光照耀，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照遍永恆萬世。
《無言的讚頌》(曲、詞:朱浩權，版權:沙田浸信會‧彌賽亞音樂中心)
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又回歸於出處，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
諸天說述主的榮耀，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讚美全能上帝！

G4/4

《願祢指引路向》(曲/詞：朱浩權，版權:沙田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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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堂唱頌歌詞

《祢真偉大》
(靈糧詩選第 19 首)

1. 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向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祢真偉大。
*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信心的等待》
（詞/曲:陳玉彬，版權: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越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
人生就像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到，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
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不必怕因有祢同在，
別人笑我為甚麼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祢而來。
* 耶穌捉緊我雙手，有祢的恩典我便足夠，
讓我可清心見祢面，使我必得見光，
耶穌捉緊我雙手，仰望那財寶在天上，
愛慕神的，抱著平安，感謝祢為我所編寫的一切。
《活出愛》

(曲/詞：盛曉玫，版權：泥土音樂)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
測不透、摸不著、卻看得見。因為有你，因為有我，
甘心給，用心愛。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 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四堂回應詩
《我罪極重》(世紀頌讚第 271 首)
1. 我罪極重應當沉淪，救主替死，大開生門，
蒙主宣召來得救恩，真神羔羊，我來，我來。
2. 我罪極重污穢日增，己欲洗滌，終苦無能，
惟主寶血一洗便清，真神羔羊，我來，我來。
3. 我罪極重心多憂傷，疑信參半，如浪翻騰，
內有恐懼外有紛爭，真神羔羊，我來，我來。
4. 我罪極重尚可蒙恩，安慰我心，拯救我魂，
主有恩言必須遵行，真神羔羊，我來，我來。
5. 我罪極重主恩更深，生我善念，改我惡心，
專誠歸主聽從福音，真神羔羊，我來，我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