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月 19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羅慶才牧師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多 2:11-14．． 王華燦牧師 
講道．．．．．神的恩典教導我們．．．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羅慶才牧師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恩詩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多 2:11-14．． 王華燦牧師 
講道．．．．．神的恩典教導我們．．．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羅慶才牧師 敬拜隊：以便以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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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2:11-14．． 王華燦牧師 
講道．．．．．神的恩典教導我們．．．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敬拜隊：甘泉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提前 1:12-17． 曹錦能傳道 
講道．．．．．．．荒年不慌．．．．．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2020年 1月 18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 荒年不慌 
講員．．．．．．． 曹錦能傳道 
經文．．．．．． 提前 1:12-17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講題．．．．．．．．． 醒 醒 
講員．．．．．．．． 林晶傳道 
經文．．．．．．． 太 25:1-13 
敬拜隊．．．．．．． Emmanuel 
 

2020年 1月 19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得真理、得自由 
講員．．．．．．． 梁桂霞傳道 
經文．．．．．． 詩 119：41-48 
 

2020年 1月 22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 醒 醒 
講員．．．．．．．． 林晶傳道 
經文．．．．．．． 太 25:1-13 



  
家事分享 

1. 感謝神今主日邀請到羅慶才牧師到本堂宣講三堂崇拜信息，願主親自

報答。 

2. 1月 25日(下星期六)為年初一，長者及青年崇拜皆暫停一次，歡迎信

徒出席 1 月 26 日(主日)清晨、早堂及中午堂崇拜。此外，1 月 26 日

下午堂崇拜(3時)亦暫停一次，敬請留意。 

3. 1月 24日(星期五)為年三十晚，教會下午三時後一切活動結束。 

4. 下主日(1月 26日)白田崇拜照常上午 10時進行，歡迎會眾出席。 

5. 2020年 1月 26日年初二，圖書館休館，一切借還服務將順延一周。 

 

肺炎流行傳染病的注意 

1. 教會已提供口罩及消毒洗手液，方便會眾使用，請與本堂同工或司事

員聯絡。 

2. 因應疫病的蔓延，會眾如有咳嗽等請戴上口罩，減低傳染病之風險。 

3. 請多用消毒洗手液清潔，避免交叉感染。 

 

教會消息 

為減少耗用紙張及響應環保，未來《晨星》將不會夾有詩歌紙、代禱及

講道大綱頁，有需要可以到一樓玻璃檯或一樓梯間索取，《晨星》用後亦

可放回一樓收集箱以便回收。與此同時，會眾亦可使用手機登入九龍靈

糧堂教會網頁(kllc.org.hk)以便查閱《晨星》資訊。 

 

新朋友交誼日 

日期：2020年 1月 19日（今日） 

時間：下午 12:30-1: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內容：簡便小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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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6 1696。 



 
1月 26日下主日(年初二)新年崇拜 

農曆新年年初二(主日)的崇拜將簡化程序及人手安排，並讓眾信徒無需有

任何服侍崗位，從而可以親近主，是次崇拜安排以簡約方式進行，其中如

下: 
 
1. 是日不設司事接待，主要由同工負責。 

2. 是日崇拜不會傳奉獻袋，請自行將奉獻放進各層奉獻箱，信徒亦可回

來時預先放進奉獻箱。 

3. 請自行在地下、一樓梯間或二樓門口位置自取《晨星》。 

4. 是日三樓不設幼童照顧，有需要可在地下停車場位置崇拜。 

5. 是日兒童牧區、少年逆風帶(中學組)將暫停聚會。 

6. 是日崇拜只開放地下停車場、一樓及二樓禮堂，三樓至六樓將暫停一

切活動並關閉。 
 

農曆年間教會崇拜各項聚會安排: 

日期 活動 / 崇拜聚會 活動暫停 

1月 24日(星期五) 

年三十晚 

 下午 3時一切活動暫停 

1月 25日(星期六) 

年初一 

長者及青年崇拜暫停 一切活動暫停,是日 

本堂不開放 

1月 26日(星期日) 

年初二 

主日崇拜時間 

清晨堂(9:00) 

早堂 (10:45) 

中午堂(12:30) 

下午堂(3時)暫停 

白田崇拜 (10:00) 
 
下午 3時崇拜暫停，請會

眾參加主日上午之崇拜 

1.兒童牧區/ 少年逆風帶

聚會/三樓幼童照顧暫停 

 

2.下午 3時一切活動結束 

 

 

1月27-28日(星期一、二) 公假 一切活動暫停 

 

誠聘辦公室幹事通告 

本堂誠聘辦公室幹事一名，協助辦公室日常的運作，處理文書、製作刊物、

輸入網頁資料等，應徵者需為清楚重生得救之基督徒，中五或以上程度，

對文書電腦應用有認識，懂中文輸入法，願意委身教會服侍，有良好人際

關係及善與人溝通，有負擔者請把履歷及期望待遇電郵 kllc@kllc.org.hk

或寄九龍城嘉林邊道一號「九龍靈糧堂人事組」收，合則約見。 

 



 
福音栽培部 

2019 年物資收集及金錢捐獻報告 

衷心多謝各位在 2019年捐贈了以下的物資和金錢： 

新春糧油食品

收集 

米（5 公斤）             2包 

糧油食品 (罐頭、麥片、麵食、糖果、餅乾......等）   7箱 

利是錢捐獻 HK$10,470 + RMB100，3張餅咭，1張百佳超市禮券 50元 

6 月份 

文具捐獻 

鉛筆、原子筆、顏色筆、筆袋/盒、計數機、筆記簿…   6箱 

其他雜項、DIY手工材料及玩具         1箱 

印花禮品 惠康 Nutrifesh 廚具系列印花 704個，換領了以下禮品： 

 1 個 20厘米 1.7 公升圓形雙耳鍋（320印花） 

 1 個 20厘米 2.4 公升圓形雙耳鍋（380印花） 

惠康 Pyrex 廚具系列印花 293 個，換領了以下禮品： 

 1 個電焗爐（240印花） 

 1 個長方形氣壓式保鮮盒連蓋（50印花） 

百佳 vivo印花 411 個，換領了以下禮品： 

 1 個 350毫升保溫杯 (120印花) 

 1 個 450毫升保溫杯 (130印花) 

 1 個 750毫升保溫杯 (160印花) 

惠康 Disney. PIXAR印花 264個，換領了以下禮品： 

 4個毛公仔(240印花) 

Market Place Berndes 廚具印花 274 個，換領了以下禮品： 

 1 個 28厘米平底鑊（270印花） 

其他物資 旦黃白蓮蓉月 600個及玫瑰豆沙月 800個 

備註： 物資處理： 

1. 透過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再轉送給有需要的群體，合作教會/機構

包括：恩惠愛的家教會(服侍新移民及基層家庭)、香港基督教

會宣道堂、基督教銘恩堂上水堂、香港豐盛生命基督教會、基

石教會恩盛堂、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基督教迦南堂、神召

會恩光堂、深恩浸信會。 

2. 用於福音事工上的用途。 

利是錢處理： 

款項撥歸教會「關懷貧窮人事工」以幫助有需要的群體，例如派

飯、學生補習、關懷探訪等。 

為到我們能一起參與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及同心見證神的慈愛獻上
感恩！願厚賜百物的神親自報答你們，並賜福你們每一個。 

如有物資捐獻或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2020年糧油食品及利是錢捐獻 

社會經濟低迷，看見很多家庭處於困境，我們很想在農曆新年後，呼籲眾

弟兄姊妹將糧油食品、利是錢等物資捐獻給有需要的群體，一齊以行動去

表達基督對貧窮人的愛和關心。 
 
食物種類：米、麵、米粉、罐頭、麥片、糖果、餅乾等 

利是錢捐獻：自由奉獻 

收集日期：2020年 2月 9及 16日（兩個主日） 

收集時間：清晨堂、早堂及中午堂崇拜後 

（下午堂肢體請交給辦公室幹事） 

收集地點：地下停車場 
 
請注意食物的到期日子，起碼有半年期限。 
 
我們會將收集到的糧油食品捐給「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再轉送給有需要的

人；而利是錢則會撥入本堂「關懷貧窮人事工」以支持有關的服侍。如有

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1696）。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 5：7） 

 

安息禮拜公告 

 勞何碧雲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 月 22 日(三)晚上在沙田寶福紀念

館設靈守夜，翌日 1 月 23 日(四)早上 10:3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何

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截止日期 

【成長課程(一)】

認識聖經 

8/2-29/2 

(星期六) 

下午 

4:00-5:00 
六樓桃李門 2月2日 

成長課程共分為四個階段，除今季認識聖經外，尚

有「認識教會」，「認識敬拜」及「認識靈修」等。 

「奪寶奇兵」之 

舊約旅程(一) 

16/2-10/5 

(星期日) 

早上 

9:15-10:30 
六樓桃李門 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