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 月 26 日
新春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 王華燦牧師
讀經．．．．．路 12:49-56．．． 王華燦牧師
講道．．．新的一年，要學習好好憂慮．．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恭賀歌．．．．．．．．．．．． 祝宗麒牧師

早堂崇拜～ ～ ～ ～ ～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0 年 1 月 25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崇拜暫停一次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傳道
讀經．．．．．路 12:49-56．．． 曹錦能傳道
講道．．．新的一年，要學習好好憂慮．．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恭賀歌．．．．．．．．．．．．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崇拜暫停一次

2020 年 1 月 26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每早晨都是新的
講員．．．．．．． 鄧文娟傳道
經文． 哀 3:22-25、32-33 及 40

2020 年 1 月 29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 新的一年，要學習好好憂慮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路 12:49-56
主席．．．．．．． 鄧惠玲傳道

講員：祝宗麒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傳道
讀經．．．．．路 12:49-56．．． 曹錦能傳道
講道．．．新的一年，要學習好好憂慮．．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恭賀歌．．．．．．．．．．．． 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將聯合中午堂進行)

家事分享
1. 今主日崇拜以簡約方式進行，信徒請自取晨星及自行奉獻，奉獻箱放
各層門口位置。
2. 今主日有清晨、早堂及中午堂崇拜，下午堂崇拜暫停，教會下午三時
後一切活動結束。
3. 1 月 27-28 日(星期一、二)為公假，教會暫停開放，星期三照常辦公。
4. 今主日(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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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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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成長課程(一)】
認識聖經

日期

時間

8/2-29/2

下午

(星期六)

4:00-5:00

地點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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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0/5

早上

舊約旅程(一)

(星期日)

9:15-10:30

六樓桃李門

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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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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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是錢捐獻
6 月份
文具捐獻
印花禮品

米（5 公斤）
糧油食品 (罐頭、麥片、麵食、糖果、餅乾......等）
HK$10,470 + RMB100，3 張餅咭，1 張百佳超市禮券 50 元
鉛筆、原子筆、顏色筆、筆袋/盒、計數機、筆記簿…
其他雜項、DIY 手工材料及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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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包
7箱
6箱
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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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物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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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黃白蓮蓉月 600 個及玫瑰豆沙月 8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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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內加爾 SENGAL 短期服侍隊
（環球宣愛協會與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海外宣教委員會合辦）
日期：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8 日 (共 17 天)
費用：約 HKD9,000.00
(此費用只包括旅遊保險，當地食宿和交通。)
*機票及藥物等需自行安排*
年齡：18-60 歲
名額：約 2-3 人（本堂）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3 月 31 日※額滿即止※
內容：認識當地文化及支緩國際同工的服侍
要求需知：
§ 本堂已信主 2 年信徒，能操英語、身體健壯、籌劃活動。
§ 需約見考核心志。
§ 參加者必須完成短期服侍基礎訓練課程及 3 次籌備會，及短宣後分享會，
日期待定。
報名： 請致電郵：wwang@kllc.org.hk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Winnie 王玲
（2336 1696）
。


安息禮拜公告
1. 馮關秀嫦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 月 30 日(四)早上 10:30 在世界殯
儀館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關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
家人作出慰問。
2. 吳志立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 月 31 日(五)晚上在世界殯儀館設靈
守夜，翌日 2 月 1 日(六)早上 10:0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吳弟兄或其
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每周代禱欄 (1 月 26 日至 2 月 1 日)
緬甸聯邦共和國

國度

□

□
宣教

□
□
□

社會

教會



□
□

國土面積約 67.65 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 40 大國家、東南亞第二大
國。人口 5,567 萬，首都為奈比多，2005 年以前設於最大城市仰光。
89％的緬甸人信仰上座部佛教，5％的緬甸人信仰原始宗教，其他則是
信仰漢傳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印度教等等。緬甸佤
族叛軍 2018 年關閉 100 多間教會，2019 年 12 月底宣布允許重新開放
51 間浸信會，成為福音重現緬甸的良機。
禱告：
求神復興教會，幫助信徒，能有堅定信心，持守信仰，活出美好的見
證。並感動差派更多的僕人使女，供應一切所需，讓福音信息能遍傳
到每個角落。
求神話語的種子能在聽者心中發芽成長，開花結果，使更多未得之民
能跟隨主耶穌。
求主記念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伉儷，回港述職期間，加力量在各堂
會的分享及證道。
記念今年 5 月份法國短期服侍隊及 6 月份（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8 日）香港短期服侍隊的召募，求聖靈感動及差派弟兄姊妹來參加。
記念述職時，在工場的中醫痛症治療的服侍能繼續運作，神祝福診所
並加能賜力給每一位助手的愛心服侍。
求主賜他們每天的平安及健康及記念 Wai 的母親和 Kat 爸爸的健康。
農曆年是旅遊的高峰期，有香港人會回鄉(中國)探親，亦有國內人會
來港旅行，求上帝讓“武漢肺炎”的感染止息，不會因此而蔓延至香
港，或其他國家令更多人受感染受害，甚至死亡。

□ 生命之道第五卷「申命記」已正式開始上課，求上帝讓參加的信徒能持
之以恆學習聖經，並且因為愛上帝的緣故，渴慕上帝的話，及遵行上帝
的話而蒙上帝應許的賜福。
□ 為今個主日(初二)，教會試行簡約崇拜，以減少事奉人員，並以手機
二維碼下載晨星資料代替晨星刊物，求上帝讓聚會順利進行，信徒適
應該改變，同時可以投入敬拜親近上帝。
□ 為一月流感高峰期間，求上帝看顧及保守教會老弱的長者或長期病患
的肢體，能夠有好的抵抗力避免受感染，平安渡新春。
□ 為 322 未來財政支出交托主，求主憐憫，讓我們有足夠能力應付財政
支出。
□ 為白田新一年的發展仰望主，求主給與智慧及能力各同工，能發展事
工以符合社區的需要。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新的一年，要學習好好憂慮
經文：路加福音 12:49-56
大綱
(一)

主耶穌來到，是帶給我們平安？

(二)

耶穌說出令人不安的說話的原因

(三)

耶穌的教導，與我們有關嗎？

(四)

新的一年，我們要學憂慮應該憂慮的課題

問題討論
1. 通常和別人衝突，多因什麼原因？
2. 我們所理解「假冒為善」
，
「偽善」是什麼意思？與我們自己有何關係？
3. 我們多覺得能察覺別人的虛偽，但我們怎知自己沒有也是一樣？
4.我們害怕人多一點，還是害怕神多一點？我們的答案，是真誠或是虛偽？
5. 新的一年，神的審判可以隨時來臨，我們應如何自處？

清晨堂唱頌歌詞 《清晨歌》（版權:靈糧詩選 336 首）
1.清早起來看，紅日出東方，雄壯像勇士，美好像新郎；
天高飛鳥過，地闊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
2.懇求聖天父，將我妥保存，行為能良善，顏色會和溫，
虛心教小輩，克己敬年尊，常常勤服務，表明天父恩。
3.但願今天好，時刻靠耶穌，頭上青天在，心中惡念無，
樂得布衣暖，不嫌麥飯粗，千千萬萬事，樣樣主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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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亙古到永遠》（詞/曲: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傳播處）
1.主啊，祢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祢的寶座從太初立定，
亙古就有，祢以威嚴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
2.主啊，祢榮耀國度在我們的中間，祢的旨意滿有智慧，
必要成就，祢信實不改變，應許永不落空，掌權到萬代，不能震動。
* 我敬拜尊崇祢聖名，將榮耀歸祢，祢永遠常存，權柄永存無極。唯祢
是真神，是活神，是再來君王。
喔！主祢的國度，從亙古到永遠。
[回應歌]
《我要真誠》（版權:靈糧詩選 186 首）
1.我要真誠，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潔淨，因為有人關心；
我要剛強，人間痛苦才能當；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
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
2.我要愛人，愛敵也愛淪落人；我要施贈，心誠義重財輕；
我要虛懷，不忘我身多弱點；我要向上，學主榜樣助人，
我要向上，學主榜樣助人。
3.我要祈禱，繁忙更要多禱告；我要恆心，不斷親近父神；
我要諦聽，父神慈愛微小聲；我要篤信，緊步基督後塵，
我要篤信，緊步基督後塵。
26/1/2020A

早堂唱頌歌詞 《賀祂為王》(版權:靈糧詩選 27 首)
1.大哉，聖哉，耶穌之名，天上萬軍頌揚，天上萬軍頌揚，
奉獻冠冕極其光榮，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
慶賀祂為君王。
2.天上地下，聞主尊名，應該敬畏頌揚，應該敬畏頌揚，
萬膝跪拜萬口歌唱，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
慶賀祂為君王。
3.尊貴、榮耀、智慧、能力，都歸被殺羔羊，都歸被殺羔羊，
聖徒天使讚美無疆。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
慶賀祂為君王。
《我的眼晴已經看見》(版權:靈糧詩選 58 首)
1. 我的眼晴已經看見主降臨的大榮光；
祂正踏盡一切不良葡萄，使公義顯彰，
祂已抽出祂的怒劍發出閃閃的光芒，祂真理在進行。
2. 基督誕生於猶太地，美麗正如百合花；
在祂心懷滿有榮光，使我們改變像祂，
祂捨命使世人成聖，我也願捨己救人，真神正在進行。
3. 祂已吹出得勝號筒，前進永不會後退；
祂已設立審判寶座，鑒察揚盡眾人心，
我魂興起急速答應祂，我雙足躍跟從我主正在前進。
* 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
榮耀榮耀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得勝!
《古舊十架》(版權:靈糧詩選 84 首)
1. 各各他山嶺上，孤立一十字架，在於我卻是真神仁慈；
神愛子主耶穌，為世人被釘死，這十架為我最愛最寶。
2. 主寶貴十字架，乃世人所輕視，我卻認為是神愛可誇；
神愛子主耶穌，離棄天堂榮華，背此苦架走向各各他。
3. 各各他之十架，雖然滿有血跡，我仍然以此架為美聖；
因在此寶架上，救主為我捨命，擔我眾罪使我蒙拯救。
4. 故我樂意背負，此奇妙的寶架，甘願受世人輕視辱罵；
他日救主再臨，迎接我同昇天，永遠分享榮福在天家。
*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更像我恩主》
(版權:靈糧詩選 182 首)

1. 更像我恩主，永遠像我主，更有主溫柔，更謙和忠恕，
更熱心工作，更加勇敢忠誠；更樂意奉獻，完成恩主使命。
2. 更像我恩主，我每日祈求，更多有力量，背我十架走，
更盡心盡力，使主國早降臨；更充滿靈力，去尋找失喪人。
3. 更像我恩主，更為主而活，更充滿主愛，表現主榮美；
更願捨自己，像我主在世間；更像我恩主，直到見主榮面。
* 懇求恩主，使我心都歸祢；懇求恩主，使我完全屬祢；
懇求恩主，赦我罪惡愆尤，潔淨保守我，使永屬祢所有。
[回應歌]

《我要真誠》
（版權:靈糧詩選 186 首）

1.我要真誠，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潔淨，因為有人關心；
我要剛強，人間痛苦才能當；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
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
2.我要愛人，愛敵也愛淪落人；我要施贈，心誠義重財輕；
我要虛懷，不忘我身多弱點；我要向上，學主榜樣助人，
我要向上，學主榜樣助人。
3.我要祈禱，繁忙更要多禱告；我要恆心，不斷親近父神；
我要諦聽，父神慈愛微小聲；我要篤信，緊步基督後塵，
我要篤信，緊步基督後塵。

26/1/2020B

中午堂唱頌歌詞 《賀祂為王》(版權:靈糧詩選 27 首)
1. 大哉，聖哉，耶穌之名，天上萬軍頌揚，天上萬軍頌揚，
奉獻冠冕極其光榮，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
慶賀祂為君王。
2. 天上地下，聞主尊名，應該敬畏頌揚，應該敬畏頌揚，
萬膝跪拜萬口歌唱，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
慶賀祂為君王。
3. 尊貴、榮耀、智慧、能力，都歸被殺羔羊，都歸被殺羔羊，
聖徒天使讚美無疆。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
慶賀祂為君王。
《我的眼晴已經看見》(版權:靈糧詩選 58 首)
1. 我的眼晴已經看見主降臨的大榮光；
祂正踏盡一切不良葡萄，使公義顯彰，
祂已抽出祂的怒劍發出閃閃的光芒，祂真理在進行。
2. 基督誕生於猶太地，美麗正如百合花；
在祂心懷滿有榮光，使我們改變像祂，
祂捨命使世人成聖，我也願捨己救人，真神正在進行。
3. 祂已吹出得勝號筒，前進永不會後退；
祂已設立審判寶座，鑒察揚盡眾人心，
我魂興起急速答應祂，我雙足躍跟從我主正在前進。
* 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
榮耀榮耀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得勝!
《古舊十架》(版權:靈糧詩選 84 首)
1. 各各他山嶺上，孤立一十字架，在於我卻是真神仁慈；
神愛子主耶穌，為世人被釘死，這十架為我最愛最寶。
2. 主寶貴十字架，乃世人所輕視，我卻認為是神愛可誇；
神愛子主耶穌，離棄天堂榮華，背此苦架走向各各他。
3. 各各他之十架，雖然滿有血跡，我仍然以此架為美聖；
因在此寶架上，救主為我捨命，擔我眾罪使我蒙拯救。
4. 故我樂意背負，此奇妙的寶架，甘願受世人輕視辱罵；
他日救主再臨，迎接我同昇天，永遠分享榮福在天家。
*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更像我恩主》
(版權:靈糧詩選 182 首)

1. 更像我恩主，永遠像我主，更有主溫柔，更謙和忠恕，
更熱心工作，更加勇敢忠誠；更樂意奉獻，完成恩主使命。
2. 更像我恩主，我每日祈求，更多有力量，背我十架走，
更盡心盡力，使主國早降臨；更充滿靈力，去尋找失喪人。
3. 更像我恩主，更為主而活，更充滿主愛，表現主榮美；
更願捨自己，像我主在世間；更像我恩主，直到見主榮面。
* 懇求恩主，使我心都歸祢；懇求恩主，使我完全屬祢；
懇求恩主，赦我罪惡愆尤，潔淨保守我，使永屬祢所有。
[回應歌]

《我要真誠》
（版權:靈糧詩選 186 首）

1.我要真誠，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潔淨，因為有人關心；
我要剛強，人間痛苦才能當；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
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
2.我要愛人，愛敵也愛淪落人；我要施贈，心誠義重財輕；
我要虛懷，不忘我身多弱點；我要向上，學主榜樣助人，
我要向上，學主榜樣助人。
3.我要祈禱，繁忙更要多禱告；我要恆心，不斷親近父神；
我要諦聽，父神慈愛微小聲；我要篤信，緊步基督後塵，
我要篤信，緊步基督後塵。

26/1/202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