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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靈糧堂2023年聖工預覽

秉承九龍靈糧堂的使命宣言：我們要成為熱切敬拜禱告三一神，渴慕聖經真
理、竭力傳揚福音、藉細胞小組使人成為作主基督門徒的宣教群體。

我們仍未看見疫情完結的一天，防疫政策不斷變更，大家對生活回復正常的
期望未能達成；世界大局緊張，能源價格上升使經濟前景更不穩定；移民潮
下，不少親朋好友往他方去，社會和教會都經歷人材流失的現實。2022年曾
說過，這些變化令人疲於應對，我們的生活只能用餘力勉強維持，遑論如何
進步與發展。2023年的情況或許未有太大改變，在這樣的處境下，我們如何
作主耶穌的門徒？

2023年九龍靈糧堂使命宣言

面對世代更新，作個時代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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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門徒

怎樣是作主的門徒？聖經的確有話說，但太多資訊反而令我們感到混淆。近
年我們開始採用S.M.A.R.T.來幫助信徒更全面地明白作主門徒所為何事。



S. Spirituality & Scripture 聖言與靈命

我們不能只靠自己的認知和感覺來與神溝通，並衡量我們與祂的關係，我們
的生命必須建基在神的話語上。祂的屬性、位格、心意、命令、應許、救贖
計劃和對將來的掌管，都記載在祂的話語中。我們要藉查考、默想、討論、
背頌、屬靈操練和在生活中應用祂的說話，經歷及連結於這位生命的主宰。

M : Missional 參與神的使命

「福音延伸」不是教會一項可有可無的活動，而是我們每一位蒙主救贖的門
徒被差遣的使命。教會存在的重要原因，是要傳揚和宣告主耶穌的掌權與救
贖。因時代不同，或許傳福音與服事的方式隨之不同，但社區服事、個人友
誼佈道、與鄰舍建立良好關係等，仍是今天我們要同心策劃和參與的範疇。

A : Accountability 同心守望

我們可以從網絡或課堂學習很多聖經和神學知識，但我們若不承認自己認知
上的限制和盲點，或只著重頭腦知識的增長而忽略生命品格的培育，門徒生
命的成長可能只淪為自我的滿足。我們要與弟兄姊妹彼此守望，學習接受別
人的提醒和代禱，對彼此生命互相負責，一同成長。

R. Relationship 信仰群體關係

主耶穌命令跟隨祂的門徒要學習彼此相愛，保羅和約翰在寫給教會的書信
中，亦提醒眾門徒要在主的愛中合一和相交。一同崇拜和團契、分享生命、
互相扶持、彼此勸勉、與眾人和睦，並接納和尊重彼此的不同，都是作門徒
重要的一環。生活的壓力拉扯著我們的身心靈，加上因網絡資訊流通而造成
關係疲倦，重拾真正使人得力的屬靈群體生活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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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eamwork 同心同行同服事

大家在教會內客客氣氣、一同崇拜或許並不困難，但要和身邊肢體深入同
行，一起合作共事，向人展示我們對別人和自己的看法，價值觀、品格、自
己的真實性情、甚至陰暗面等，才是對關係的真正考驗。邁向成熟的門徒生
命，不是單打獨鬥完成使命，而是要學習和不同的人相處合作，更為了成全
他人，幫助他人生命成長而努力。

作主門徒是整個生命願意被神塑造，修剪，和使用。面對今天不停變化的處
境，這過程讓我們仍能深深經歷在主裏生命的豐盛，以及與神緊密同行的甜
蜜，從而藉生命的見證，向這世代分享福音。

踏入2023年，我們會繼續透過教會不可或缺的四個範疇──「崇拜更新、
靈命進深、肢體同心、福音延伸」，與大家一同學習作主門徒，在這世代、
在這城市，為主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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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崇拜更新：
1. 週日早堂由早上10:45改至早上11:00開始。
2. 取消週日中午堂，從而增加相交，聚會，和休息空間。
3. 週三晚間崇拜取消，計劃安排特別週間崇拜聚會。
4. 每月第一週早堂崇拜後，邀請肢體一同參加約半小時的祈禱會，同心為教
    會，為社會，為人群需要禱告。

             2023九龍靈糧堂四個核心價值範疇

1. 崇拜更新

三年的疫情，在種種隔離或防疫措施下，我們更感到能一起敬拜相交不是必
然，更不是偶然的事，值得我們去珍惜。我們不排除現在的科技，透過網
絡，我們可以在不同時空中參與教會的崇拜，雖然我們可以一同實體敬拜
主，一同問安相交代禱，但是神聖經驗不能被取代。願我們努力珍惜，一同
操練作SMART 的敬拜群體。

  S   因著認識主，我們要成為愈發喜愛敬拜上帝的教會，以聖靈與真理，帶
       著雀躍歡樂、感恩與熱忱，渴望在崇拜中與主相遇，生命更新，化作活 
       祭，獻給上主。

       透過禱告，邀請參與，也透過科技及多媒體的運用，我們定意邀請未信  
       者更容易進入信仰群體，認識基督。

  A   崇拜也是操練，不論在個人或群體崇拜，都當存敬畏謙卑的心，學習守
        時，專注投入其中，尊崇上主。

  R   與其他肢體一同敬拜，或透過網絡與他人一同崇拜，讓我們不論身在何 
       方，仍能在主內合一。

  T   在崇拜中參與不同崗位的事奉團隊，或一同唱頌禱告，獻上讚頌，深願
       主樂意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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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靈命進深：
1. 教會雙週祈禱會將繼續用zoom形式進行，以鼓勵更多肢體參與，同心禱告。
2. 每月第一週早堂後，同心為教會復興守望，為萬民禱告。
3. 安排開放教會地方，讓人回來休息，安靜禱告。

2. 靈命進深

這些年間我們看見，聽見，甚至某程度上親身經驗環境急速轉變，更可惜的
是有些變化不是朝向健康的方向。我們宣認主基督是我們的依靠，就更要一
同在亂世中，活出在主的話語及帶領中的生命。
靈命進深不是只看重聖經知識的增加，而是在SMART：對神，對人，對己
三方面，都要在主內成長成熟，好叫我們面對新的世代，不斷心意更新，讓
我們整全的生命，更能見證神的美善。

  S   我們將藉不同的方式幫助信徒，渴慕神的話語，將之藏在心中，反覆思 
       量，並應用在生活中。我們又看重禱告多於推動事工，更決心要成為熱
       切禱告、委身於禱告的教會。

       每個信徒皆要被培育成為屬靈領袖，以致能建立基督的身體。教會的事   
       工將裝備及訓練信徒，鼓勵發掘恩賜，並按恩賜事奉，讓信徒成為僕人
       領袖，更多回應神愛的呼喚，參與神拯救的計劃。

 
  A   我們看重聖靈果子九種特質的建立，重視整全生命的發展，包括靈性、
       情緒、身體及人際關係各方面；並建立彼此提醒、督責、守望的氛圍，
       成為健康及不斷成長的教會。

       這不是一個人的單獨旅程，我們需要建立起同路人群體，一起靈修、禱
       告，在靈裡彼此激勵，在群體中互相扶持。

  T   一起發掘彼此恩賜，並一同尋求在主裏的服事方向，在合作與服事中更 
       認識上帝、別人及自己，看到彼此的成長需要，以致互相成就對方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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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肢體同心

除了靈性培育上的範疇，肢體同心同樣非常重要。現在因種種情況，例如：
疫情、移民、或組員各自進入不同的人生階段，以往的小組模式或多或少都
受到衝擊和挑戰，不少小組都站在十字路口。同時在多變的環境中，不少人
對群體會失去信心，失去動力與人連結。但我們仍相信群體的必須性。未來
是時候讓現有的小組檢視未來可行的進路和前行方向；我們也盡力協助流散
的肢體，能重新找到主內的同路人。 

  S   鼓勵信徒加入群體，學習在基督裡聆聽彼此的需要，了解各人對群體的
       期望。銳意追求主耶穌基督裡的愛和合一，看重關係建立，在衝突中尋
       求彼此理解及尊重，接納彼此的不同，務要在耶穌基督裡一同經歷愛與
       成長。

       小組，不只是組員們互相守望鼓勵的空間，也是學習分享福音的基地。
       同心一起服事，為未信親友和鄰舍禱告，與未信者建立連繫。

       學習謙卑，接納守望者提醒自己的盲點，以及品格上需要成長之處；又
       願意委身別人的成長，讓祝福別人成為教會的氣質。

       學習與人同行，並學習以主的性情，滿有恩典和耐心，分享弟兄姊妹間 
       的歡欣與憂愁，同心同行信仰路。

       尋找機會，成為別人的同行者，陪伴、鼓勵、造就和成全對方；並在尋
       找小組未來可行方向上，一同嘗試新的模式，互相支持。
         

 6

M

A

R

T

4. 開辦禱告課程，學習和操練禱告。
5. 生活講座：整全的健康關懷，一同學習和回應人生不同挑戰。
6. 安排靈修營會，退修聚會，一同親近主。
7. 門徒訓練小組。
8. 讀書組。
9. 查經、釋經講道。



4. 福音延伸

靈命進深所結的果子，必然是樂於回應主耶穌的大使命，看見主所看見、關
心主所關心的，體會合一建立基督身體的重要性及迫切性。鼓勵肢體突破日
常以共同話題、興趣、神學或政見的內聚相交，而是深化為一同參與領人歸
主的各樣事工，並走出教會與人連結，見證基督的愛。

  S   每位門徒都經歷基督的愛，領受主的差遣，以致我們能夠成為主的見證
       人和福音使者，讓更多未信者認識福音。

       大使命不只是交託給神職人員，或受過專門訓練的少數人，更是我們每
       一位，都當成為祭司。我們要以宣教佈道為中心，成為一間傳揚基督、  
       關懷社會上弱勢社群、擴展天國的教會。

       踏出安舒區與教會以外的人結連也是屬靈操練。我們要不斷革新，學習
       以創意及適切時代文化的方式，讓更多人得著耶穌。

       我們不是藉著信仰的論述、理性的辯論去說服他人，而是藉著我們的生
       命，真誠流露上帝的愛，讓人見到神的真實，將福音傳承下去。

       如同初期教會的經歷，縱使環境常變與艱難，我們仍同心協力，堅守主
       的使命，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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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肢體同心：
1. 小組重組：有些小組或許需要重尋目標、或需重組、甚或有些可能已完成
    了歷史任務而完結。讓我們不用以負面的角度看待這轉變，而是感恩過往
    有對方的陪伴。
2. 週日分區崇拜：可說是以往分區家庭聚會的延伸。若有肢體的家庭願意開
    放，可嘗試定期在家庭開設崇拜和團契的聚會點，在合適的情況下， 開
    放給同區的肢體參加。
3. 組長訓練：面對不同肢體的需要，需要更多人參與小組的服事。
4. 不同類型小組：短，中，長期的小組，如；讀書組，興趣組，查經組等，
    希望讓更多人感受在主內同行分享的甘甜。



2023福音延伸：
1. 多元福音平台：如佈道聚會，alpha course 啟發課程、興趣活動、社區
    關懷、生活講座等等，接觸社區，與鄰舍建立關係，了解人的身、心、靈 
    需要，同心為這些需要禱告和作出回應。
2. 分區崇拜與社區關懷：如上述提到，分區崇拜聚會點，除了讓同區的肢體
    可彼此認識相交，同時希望也成為福音延伸的機會。例如：邀請不曾回教
    會的未信親友，一同關心左鄰右里，為社區獨特需要禱告等。
3. 繼續開拓社區關懷服務：面對經濟不明朗，貧富懸殊非常嚴重，基層需要
    只會有增無減，教會盡力學習與這些群體同行。
4. 生活講座：肢體在生活中面對種種話題與挑戰，同時也是社會各階層的話
    題與挑戰。生活講座不單只給教會內的信仰群體，也希望祝福教會所處的
    社區的鄰里。教會將積極探討家庭生活，情緒健康及工作職場等話題。
5. 重啟海外短宣服事：若情況許可，我們期望每位信徒都有機會參加至少一
    次海外短期宣教，藉此認識不同文化、不同群體，親身體會神愛世界的心
    意。
6. 海外救援工作：近年各國緊張關係，造成不少人道災難，需要大量人力物
    力幫助。這是一個不簡單的題目，也需詳細思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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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屬靈生命成長藍圖
品格成長 :  結出聖靈果子九種的特質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成長方向 : 行出七個成長方向
敬拜、讀經、禱告、相交、奉獻、服侍、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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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322地方使用及方向

1) 土地原屬私人住宅用地，但可以申請S-16作宗教機構用途。這申請於
    2009年申請並成功獲批，故可以作宗教機構辦公室，舉辦課程，小組聚
    會，學生自修室，日間老人中心等等。
2) 祝福社區：期望合適安排下，一些地方能歡迎鄰舍參觀和休息，或辦一些
    適合社區同來享用的活動和講座等。
3) 接待宣教士述職期間使用。



九龍靈糧堂2023年行事曆

日期 星期 聚會和活動

元旦崇拜(早上10時正聯堂崇拜)

受苦節默想聚會及晚間崇拜 

復活節崇拜

培靈研經會
(下午堂暫停，結合清晨、早堂)

4月7日 五

執事選舉

會友大會 (早堂後舉行)

聖誕節崇拜

1月1日

9月2-3日

4月9日

11月19日

10月14-15日

12月24日

六、日

日

日

六、日

10

日

日

教會雙月成長方向

月份 1-2 3-4 5-6 7-8 11-12
成長方向 健康 服侍 家庭 福音相交/安息

9-10
禱告/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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