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月 5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篇 139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我往那裡去躲避祢的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王華燦牧師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光詩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篇 139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我往那裡去躲避祢的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王華燦牧師 敬拜隊：香草山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篇 139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我往那裡去躲避祢的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敬拜隊：恩典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篇 139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我往那裡去躲避祢的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2020年 1月 4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 願你平安 
講員．．．．．．． 簡民基牧師 
經文．．．．． 約三 1-4，13-15 
聖餐．．．．．．． 簡民基牧師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講題．． 求智慧(4):智慧的鍛鍊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箴 4:11-27 
敬拜隊．．．．．．．． Shema 
聖餐．．．．．．． 祝宗麒牧師 
 

2020年 1月 5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一次 
 
 
 

2020年 1月 8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 我往那裡去躲避祢的面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詩篇 139 篇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家事分享 

1. 2020 年 1 月的查經資料已預備好，請各小組按需要到小組信箱索取，

及自行調教至合適小組用。 

2. 教會有失物認領，若有肢體於過去遺失了物品，請到教會辦公室向幹

事查詢。若一個月內沒有認領之物，將交由教會全權處理，謝謝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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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雙周祈禱會 

邀請各小組參與祈禱會，並為教會守望。 

1-14 第 5區 媽媽組 摩利亞組 好組  

 青年夫婦組 Grow Together職青組  

1-28 停     

2-11 第 6區 青 D 青 14 青 17,18  

2-25 第 7區 基要信仰小組 御風號(初職)   

3-10 第 8區 新創 2.0(DSE) 破風 windbreaker(大專)     

3-24 第 9區 哈利路亞組 

哈仁組 

哈巴谷組 

哇哈哈組 

哈 B組 

哈義組 

 

4-14 停     

4-28 第 10區 以斯拉組 摩西組 奇異果組  

5-12 第 11區 阿摩司組 恩典之路組 雅歌組  

5-26 第 12區 101組 依樂組 3G組  

6-9 第 13區  愛同行組  以勒組 加百利組 雅比斯組 

6-23 第 14區  沙瑪組  靈糧爸媽組 無條件組 以利亞組 

7-14 第 15區 創世組 伊甸組 2018小組  

7-28 第 16區 非拉鐵非組 牧羊人組   

8月 停     

9-8 第 17區 亞伯拉罕組 活石組 腓利門組 瑪拉基組 

9-22 第 18區 路得組 青橄欖組 國語小組  

10-13 停 (區會退修會)    

10-27 第 19區 KFC組 Hi-Ne-Ni組 基石組  

11-10 第 20區 蘆葦組 

2019MC 

神光組 

 

靈光組 基甸組 

11-24 第 21區 葡萄樹組 

BSaC組 

 蘋果樹組  生命樹組  香柏樹組 

 

12-8 第 22區  棗椰樹組  歌斐木組 但以理組  

   檀香木組  以斯帖組 加利利組  

12-22 第 23區 觀塘家聚  百合組 以馬內利組 九龍城家聚 

 第 24區 多加組 (新組 1) (新組 2)  

 第 25區  路加 40 平安組 以利沙組  繽婚樂組 

 第 26區 迦勒組  以諾組           黃大仙家聚    

 

 
 



 
 

教會成長方向 

一月 建立健康的生命: 

1. 健康屬靈生命的建立: 培養讀經與靈修，鼓勵使用「讀經進度表」或

訂購「活水」作靈修輔助。 

2. 建立健康生活習慣: 早睡: 晚上不遲於 12時上床休息 

                     適當運動: 養成 30分鐘散步或帶氧運動 

                     健康飲食: 多菜少肉、少鹽少糖 

3. 建立健康的情緒: 學習「常常喜樂」、「凡事感恩」的人生。 

4. 參與群體活動: 多出席團契、小組活動、教會關懷貧窮家庭活動、或

行山活動等。 

 

《新春福音傳遞 - 送贈親友》 

新春福音紅封包，設計精美，將於今主日及下主日(12/1)，於清晨、早及

中午堂後，在地下停車場發售，下午堂可向辦公室幹事購買。 

 

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兩年讀完聖經(每天讀 2章) 

過去我們鼓勵信徒每天讀兩章聖經，以 2 年為期，完成全本聖經的閱讀，

或許你仍未能追上進度，由於我們是 2018年 2月開始，故此，大家仍有一

個多月的時間追回尚未完成的經文。鼓勵大家不要放棄，繼續努力完成。

倘若有信徒是中間時段開始，亦可繼續努力，務求閱讀全本聖經一次，此

外，大家仍可到一樓梯間索取讀經進度表，繼續完成閱讀整本聖經。 

 

2019年 12月及 2020年 1月讀經進度: 傳道書(1-12)、詩 120-150、及尚

未完成書卷。 

 
 

 



 
九龍靈糧堂 《讀書好・組》2020 

2019年，我們一起看了幾本好書，心裡充實哩！ 
再接再厲⋯⋯讓閱讀加強你的記憶，及對世人的同理心。 

日期：單數月份 第三主日 
時間：早上 10:30-12:30 
地點：教會停車場圖書角 

選書 1 月19日  《白老虎》         雅迪嘉     （2008，小說） 
3 月15日  《深淵居民》       傑克．倫敦 （1903，小說） 
5 月17日  《復活》           托爾斯泰   （1899，小說） 
7 月19日  《對倒》           劉以鬯     （1975，小說） 
9 月20日  《陽光棧道有多寬》 劉偉成     （2014，新詩） 

11月15日  《論盡基督徒》     堅立文     （2007，宗教） 

查詢請聯絡 Carrie祝師母 (電郵:xtypeArep999@gmail.com) 

 

參加小組指引 
1. 每年均需通知組長未來一年是否繼續參與，或暫停參加小組活動。 
2. 組員出席人數經常不穩定，或經常出席 3人或以下，組長可考慮結束小

組。 
3. 會眾加入小組有適應期，會眾需一年內出席 6次或以上才成為正式組員。

非正式組員暫不需要加入小組的聯絡群組。 
4. 組長可因應個人原因而暫停組長之服侍，唯需先與區牧商討。 

註: 我們將繼續發展短期的小組，以牧養更多信徒。小組指引將因應個別
小組發展而由組長與區牧另訂適切的措施。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截止日期 

信仰探索班 

A 每月第二

及第四個

主日 

上午 

10:45-12:15 
六樓桃李門 不適用 

B 
下午 

12:30-2:0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報名：請向鄧惠玲傳道查詢及報名(2336 1696)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我往那裡去躲避祢的面 

經文：詩篇 139篇 

 

大綱 

I .上帝的全知、全在、全能  

上帝知道我一切 139:1-6 

 

任何地方叫我不能逃避 139:7-12 

 

任何時間教我不能隱藏 139:13,16 

 

我是你奇妙創造 139:13-15 

 

寶貴的心意 139:17-18 

 

II.兩個回應   

用神的眼光看事物 139:19-22 

 

用神的眼光看自己 139:23-24 

 

 

問題討論 

1. 上帝如何顯示祂的全知? 上帝的的全知對詩人有什麼意義? 1-6 

2. 上帝如何表示祂的無處不在? 詩人怎樣形容祂的無處不在? 7-12 

3. 我們在母腹中，上帝已參與其中，經文如何描述上帝在其中參與? 這對

我們有何意義? 13-15 

4. 在上帝的無時不在中，詩人看到上帝如何看待他? 16-18 

5. 詩人面對上帝的全能，他如何作出回應? 這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