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4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 

講題．．．．．．．非常任務？！ 

講員．．．．．．．．李懷蓉傳道 

經文．．．．．．．．創 24:1-28 

主席．． 伍惠香姊妹/黃潔萍姊妹 

司琴．．．．．．．． 王惠明姊妹 

聖餐．．．．．．． 簡民基牧師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 

講題．．．．．Something Is Wrong 

講員．．．．．．．．陳澤琳傳道 

經文．．．．．．馬太福音 4:1-11 

主席．．．．．．．．方芷茵姊妹 

敬拜隊．．．．．．．．Emmanuel 

聖餐．．．．．．． 祝宗麒牧師 
 

2023年 3月 5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 

講員：曹錦能牧師 司琴：翁文慧姊妹 

主席：莊燕玲姊妹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聖餐．．．．．．．．．．．．．．曹錦能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牧師 

讀經．．．．哥林多後書 4:1-18．．．． 講員 

講道．．．．一個基督徒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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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時 

講員：曹錦能牧師 司琴：翁文慧姊妹 

主席：莊燕玲姊妹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獻詩．．．．．．．．．．．．．．．恩光詩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牧師 

讀經．．．．哥林多後書 4:1-18．．．． 講員 

講道．．．．一個基督徒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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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廣場 

講員：簡民基牧師 司琴：黃睿軒弟兄 

主席：徐慧儀姊妹 敬拜隊：利未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簡民基牧師 

讀經．．．．詩篇 139篇 13-18．．．．．講員 

講道．．．．．．愛的管教．．．．．．．講員 
見證．．．．．．．．．．．． 莫仲良弟兄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簡民基牧師 

 



 

家事報告 

1. 基於支持環保，已印備小量 70周年特刊供有需要會眾索取留作記念，數

量有限，送完即止！ 

2. 幼童崇拜由今主日起歡迎兩歲半起幼童參加幼童崇拜，如有查詢請與李

金鳳姑娘聯絡。 

3. 今主日下午三時（下午堂時段）有福音廣場，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未信親

友參加。 

4. 今主日下午堂聖餐會順延至下主日三月十二日進行。 

 

      4月水禮及轉會通告       

1. 4月 9日(主日)將舉行今年第一次水禮，是次下午堂崇拜(下午 3時)將結

合水禮進行，凡欲參加是次水禮者，請到辦公室索取水禮申請表填妥並

最遲在 3 月 5 日(主日)交回辦公室或同工以便安排約見。(註:參加水禮

者必需已完成水禮班) 

2. 若有會眾已參加本堂一年並考慮轉會，請到辦公室索取轉會申請表並最

遲在 3月 5日(主日)交回辦公室。 

 

 

日期：2023年 3月 19日（主日） 

時間：上午 9：30 -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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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預苦期」 

 

 

「預苦期」屬靈操練建議 

1. 每天選擇一個時段，或選擇其中一餐進行禁食禱告，讓我們更專注於主，

省察個人生命。 

2. 學習「捨棄」操練，選擇簡樸飲食、不選擇奢侈品、放棄平日依賴的事

物（如網絡、嗜好、生活陋習…），讓身心靈不受物慾束縛，得著自由。 

3. 參與雙週祈禱會，同心為教會守望。 

4. 藉著「苦路之旅 40 天靈修默想」資料，細思主為我們所走過的受苦之路。 

5. 參與 4 月 7 日（星期五）受苦節日間默想，或晚間受苦節崇拜，記念為

我們受苦的主。 

6. 關心我們的鄰舍（如家人、親朋、同事…），並活在不安和掙扎中的群體，

留意他們的需要，為他們禱告，並盡力作出適切幫助，讓他們的身心靈

都得著滿足。 

 

京都短宣之旅 
什麼是宣教(MISSION)？如何在短宣中領會宣教的真義？宣教與長居香港的

我有關係嗎？期望今次探訪京都及滋賀的教會，可以： 

- 重尋昔日宣教士在日本的足跡, 了解基督教在日本的歷史 

- 與京都教會交流 

- 身體力行學習宣教 

時間：今年 6月下旬或 7月上旬, 暫定 8天的旅程 

資格：本會成年會友, 懂日文更佳 

費用：機票 / 酒店自付, 價錢待定 

截止：3月 26日 

負責同工：曹錦能牧師, 陳澤琳傳道  

有意報名請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gLfdz4NY7ARppxKb9 

如有問題可向曹牧師或澤琳傳道查詢。 

 

「預苦期」，又名「大齋期」、「四旬期」，為復活

節主日前的四十天（不計算期間的主日），藉著禁
食、禱告、服侍等屬靈操練，提醒信徒不單要向
主悔罪，更要活出信仰，背起十架跟隨主。 



差傳 2023 

差傳 / 福音工作沒有停止！ 

全球疫情退卻，環球交通運輸慢慢復常，讓我們今年可以重新整理和安排本
地和海外的福音工作！ 

九龍靈糧堂的差傳事工在這幾年間也面對不少轉變： 

1. 疫情令短宣活動停頓，只能靜靜等待多國通關；  

2. 近年我們支持的宣教士，有些已達退休年齡而退下或因種種情況而轉換
了工場，所以每年差傳的需要都有更新改動；  

3. 地緣政治的變化，叫差會與教會的合作模式需要更新。但我們從主領受
傳福音給萬民的使命，不會因此停止，只是因時制宜的以更適切的模式

進行。 

故藉此機會與教會分享今年差傳事工的需要： 

（一）今年我們支持的宣教士： 

- 黃聲鋒、郭志茜宣教士伉儷 
- 新天地夫婦 
- 梁志韜、沈潔瑩宣教士伉儷 
- 麥子、鴿子夫婦 

（二）今年探望新宣教工場和籌備中的短宣行程： 

四月   ：探望澳洲土著事工和認識新宣教士 
四月   ：馬達加斯加服侍 
四至五月  ：塞內加爾 
七月   ：日本短宣 
七至八月  ：泰南探訪 
九月或十一月：泰國探訪 

以上有些短宣或探訪隊伍鼓勵弟兄姊妹參加，有關詳情如確實日期、可

接納人數等會盡快公佈。 

（三）差傳奉獻方式更新： 

1. 取消差傳信心認獻  

「信心認獻」並不是即時付上金錢的奉獻，它是向神承諾在將來要作
出的奉獻。這是本著信心向神承諾要奉獻的金額，你相信神一定可以
讓你有能力定期為教會的差傳事工奉獻。 
什一奉獻及其他奉獻是要依靠我們的工資和收入，是按我們收入的比
例而作的。 

 



信心認獻是一種基於對神的信心而作的奉獻，這並不依靠你的工資和
收入，以及銀行裡的存款，亦是不依靠你可用的資源，這完全是依靠
信心而行。 

那為何取消信心認獻？ 

以往設立「信心認獻」和「直接奉獻差傳事工」兩個途徑，去支持教
會每年差傳事工的預算。近年發現弟兄姊妹多透過直接奉獻差傳事
工，反之信心認獻的金額逐年減少。經過一段時間商討，我們決定簡
化奉獻的程序，將差傳整體需要全數列出。讓弟兄姊妹知道有關需
求，為此代禱和按感動奉獻。 

2. 差傳奉獻更新安排和不設代收付還 

a) 如奉獻封上註明奉獻至非本堂今年度支持的宣教士，本堂將根據
 封上的聯絡資料聯絡奉獻者，以便退回或重新安排； 
b) 如奉獻者沒有留下聯絡資料，有關奉獻將保留 3 個月，若期間無
人通知本堂更改有關款項的奉獻用途，本堂將於限期後撥入差傳
事工； 

c) 除本堂公告的特別奉獻外，恕不接受任何代轉奉獻(包括個人/機
構/退休宣教士等)； 

d) 如奉獻者註明指定給本堂支持的宣教士，奉獻金額仍會歸入差傳
部的總戶口內，再按該年的預算分配給個別宣教士或其他差傳項

目。 
 
如弟兄姊妹對以上奉獻有任何疑問，歡迎向祝宗麒牧師了解及查詢。 
 
疫情縱使減退，但世局令不少人民仍在艱苦困惑中生活，只有主耶穌及祂的
福音才能帶來真正的平安和盼望。求主差遣我們，跟隨主的腳蹤，將主的救
恩與恩言，在本地和海外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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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差傳/拓建/其他……)及入數

收據或網上過數截圖 WhatsApp / Signal 5263 3834 至本堂。 

  



疫後同行 
都市綠洲 — 金督馳馬徑 

金督馳馬徑，一個好特別的名稱，原來是香港第 17 任港督金文泰，經常在
這路上騎馬郊遊而得名的地方。此徑位於港島東區至北角的山麓，是一條郊
遊路徑及街道，既平順易行，沿途亦會經過不少山澗小溪及林蔭，因此又被
稱為市區的綠洲，遠可眺望港島及九龍的市景，是該區居民晨運的好去處。
參加者可先看古蹟再賞維港兩岸，是不錯的行山郊遊好地方，就算在炎夏前
行仍感舒暢。 

行山日期： 15/4/2023(星期六) 
集合時間： 早上 9:30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鰂魚涌港鐵站 A出口 
活動時間： 早上 9:30-下午 2:00(行山路程約 4小時，會安排有休息時間） 
行程難度： 2.5-3星（5星為最難）是次行程有上斜及梯級，參加者宜先衡

量個人能力才報名。 
參加人數： 25人(額滿即止) 
截止報名： 9/4/2023(主日) 
報名方法： https://forms.gle/WyzDJiUEJxayvRh18 
 或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註: 如有疑問可向周國蘭傳道查詢（2339 3079) 
 

誠聘辦公室幹事 

本堂欲誠聘辦公室幹事兩位，協助處理日常教會事務，應徵者需為清楚重生
得救之基督徒，中五或以上程度，人際關係良好，善與人溝通合作，具備一
般電腦文書處理能力，懂中文輸入法，並對使用雲端／網上平台有經驗者優
先。有負擔者請把履歷寄「九龍城嘉林邊道一號九龍靈糧堂」人事小組收，
合則約見。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導師 截止日期 

信仰探索班 

每月逢第 2及 
第4個星期日 

上午 
10:45-12:15 

六樓 
桃李門 

不適用 

對象：青成年、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及重整信仰者 

查詢或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 1696) 

家箋 
2023年 

3月見證分享：不只風聞有祢    

  

家事提提你 

https://forms.gle/WyzDJiUEJxayvRh18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祢是王》 
(曲:吉中鳴，詞:鄭楚萍，版權:HKACM) 

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祢是王， 

尊貴主，我景仰，屈膝祢前，讓我頌讚祢。 

 

《何等尊貴》(選自新歌頌揚) 

1. 尊貴，何等尊貴，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何等尊貴； 

 尊貴，何等尊貴，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敬拜祢。 

2. 聖潔，何等聖潔，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何等聖潔； 

 聖潔，何等聖潔，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敬拜祢。 

3. 耶穌，我主耶穌，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主耶穌； 

 耶穌，我主耶穌，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敬拜祢。 

 

《真摯的愛》 
(詞:何維健，曲:吉中鳴，版權:撒種音樂事工) 

祢在十架犧牲為我，就算痛苦都跨過，發放愛光芒， 

祢是我一生寄託，愁和淚不再，我現找到這平安。 

祢讓我這生經歷愛，能共祢真不枉過，暖透到心內， 

這份愛心中滿載，此刻到未來，祢是永恆永活那主宰。 

獨有主永沒變遷，主恩每日倍添，光照著每天，祂的愛在引牽， 

未畏懼種種挫折，信心的磨鍊，縱絕處神仍在我身邊， 

神恩典愛真摯。(神千載也不變。) 

 

《奇異恩典》 
(部分譯詞:九龍靈糧堂，版權:不詳) 

1.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2.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3. 神已應許，恩惠伴隨，期盼因有主話語， 

 一生所經過，甜蜜或困難，仍有祂屬天保障。 

4. 塵世一天，終會消散，如雪瞬間溶化， 

 但我主親臨，來喚我名，神，我永歸於祢，我永都歸於祢。 

*  除掉困鎖，釋放了我，榮耀救主，今已贖我， 

 憐憫恩惠，摯愛不斷，極美深恩，永不改變。 

 



[回應詩]        《十字架的道路》 
(靈糧詩選第 177首) 

1.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要將一切獻於神， 

 將一切放在死的祭壇上面，火纔在這裏顯現。 

2. 當我們唱詩禱告時候，何等願說獻所有！ 

 但前面有更沉重的十字架！有更艱難的生涯。 

3. 你要變節；或忠心到死，讓一切完全損失， 

 直等到永活主的豐盛生命，天天充滿在你靈? 

4. 神的救法是由死得生，你與主合為一人， 

 在十架你因信已與祂同釘，從你身活出祂命。 

5. 我們的得失並不要緊，神的旨意當留心， 

 我們若將萬事都看如糞土，主纔不會受攔阻。 

* 這是十架道路！你願否走這個？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 

 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對神你是否全貞？ 

 

下午堂唱頌歌詞  《耶穌配得至聖尊榮》 
(版權:不詳) 

耶穌祢配得至聖尊榮，耶穌當受最高讚美。 

願全地響應，諸天唱和，來尊崇主聖名超乎萬名。 

讓我們屈膝俯伏敬拜祂，因祂聖名萬膝要跪拜； 

讓萬口承認：祂是主耶穌，全能神，今我榮耀祢。 

* 但願尊貴、頌讚和權能，都歸於祢，都歸於祢；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都歸於祢，都歸於祢，主耶穌，永活真神兒子。 

 

《寶貴十架》 
(曲:曾祥怡，詞:曾祥怡、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在祢手中》 
(曲:曾祥怡，經文摘編: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耶和華我的神，祢是我的神，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祢是我的產業，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祢為我持守。」x2 

*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祢在我右邊，我便不致動搖。 

  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祢在我右邊，我便不致動搖。 

  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回應詩]                《神大愛》 
(曲詞：鄧淑儀，版權：2007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我唱出，神大愛，神豈有難成的事。 

人生路，常起跌，祢話語叫我永不動搖。 

在世間，能遇祢，迷了路有主引導。 

常施恩，常看顧，祢杖扶持，祢竿引領。 

* 何時我跌倒，何時祢扶持，危難遇風雪，祢必庇佑。 

  前途在祢手，牽我到白頭，守護我，從今天起，直到永遠。 

 

恩光詩班獻詩歌詞 《主耶和華，求祢引領常住屬天妙愛中》 
(曲/詞: William Williams,Anna Laetitia Waring,David Jenkins)  

主耶和華，求祢引領，走過今世曠野路；我本軟弱，主有全能， 

願主聖手常保護；天上嗎哪，天上嗎哪，求主時常賜給我，求主時常賜給我。 

求主開通永生泉源，使我路中不乾渴；求主做我雲柱火柱， 

引導我路不走錯；全能救主，全能救主，做我盾牌保護我，做我盾牌保護我。 

憑主引我往何方，艱難我不回頭，大牧便在我身旁，此外我更何求？ 

聖目永遠不模糊，聖智永遠清明，因我認識祂路途，我願與主同行。 

前方自有青草地，我今還未看見；原來黑雲當頭處，將成化日光天， 

我心希望無限量，得行生命路程，我將珍寶全獻主，主願與我同行。 

當我行到約旦河邊，消我憂懼賜我恬，攜我渡過洶湧波瀾，使我歡然登迦南！ 

歌唱、頌讚，歌唱、頌讚，歸主聖名到永遠，歸主聖名到永遠。 

恐懼、掛慮、憂疑、羞慚，不能停滯我心間，憑信不畏明日黑暗， 

知我主將行在前，歌唱、頌讚，歸主聖名到永遠，阿們。 

  



講道大綱  曹錦能牧師 

講題：一個基督徒的日常 

經文：哥林多後書 4:1-18 

 

大綱 

1. 1.4:1-6 言而 _ _   _ _ 基督 _ _ _  

 

 

 

 

2. 4:7-12 挫而 _ _   _ _ 基督 _ _ _ 

 

 

 

 

3. 4:13-18 信而 _ _  _ _ 基督 _ _ _ 

 

 

 

 

問題討論及應用 

1. 你心目中的「復常」是怎樣的？疫情三年過去，你跟三年前的「常」

有無分別？ 

2. 你傳福音時的心態是怎樣的？自己的罪會不會一直纏繞著自己，以致

我們無力 / 無勇氣去服事神？ 

3. 你遇上難關 / 災禍 / 挫敗時你的反應可以反映一個基督徒的價值

嗎？  

4. 跟隨耶穌就會受苦 / 吃虧，這是你的預期嗎？為何這才是十字架的道

路？ 

  



 每週代禱欄 (3月 5至 3月 11日)  

國度 藏族 - 茨庫民族 

   茨庫人是藏族之一，與較大的康巴藏族有關。大多數茨庫人居住

在西藏，人口約 1 萬 5 千人，亦有些人居住在不丹。茨庫人生活

在高聳而偏遠的喜馬拉雅山脈，他們群體較小，以至逃脫了大多

數外來者的注意。由於他們的語言與康巴藏族的語言相似，所以

他們很可能被混淆為康巴藏族。茨庫人是喇嘛教信徒，他們的佛

教信仰與苯教混合在一起，苯教是一種古老的薩滿教信仰體系。

他們依靠惡魔，鬼魂和無形的靈體來指引他們的決定。許多喇嘛

教僧侶能夠召喚出可怕的惡魔，這些惡魔有時會在他們面前顯現。 

 □ 祈求上主差派工人到喜馬拉雅山脈地區傳講耶穌，釋放茨庫人的

心得自由，打開他們的眼睛能看見基督。 

 □ 祈求上主打破喇嘛教邪靈在喜馬拉雅山脈地區的黑暗權勢，釋放

那裡的族群得自由。 

 宣教 □ 禱告記念新天地宣教士伉儷一家的健康，新先生的右肩痛有好

轉，新太太的脂肪肝能受控制，能夠減重和減脂。兩個月前新寶

寶的皮膚有感染和發炎問題，已持續一段日子，雖已看醫生和擦

藥，有一點好轉，但仍有痛和痕癢，特別在晚上，很多時候都睡

不好。  

 □ 禱告記念他們開始了安息年假至五月初，期間會留在芒果城，新

寶寶也會繼續上學。這是他們在工場十年的第一次安息年假，將

會有一對夫婦作他們的導師，讓他們享受主裡的安息，反思生命

歷程和婚姻、檢視服事方向、尋求和回歸召命。 

職場 □ 聯合醫院於 2月 18日發生罕見手術燈墜下事故，造成一名麻醉助

理受傷。事後醫管局展開全面調查轄下公立醫院，共發現另有 23

支手術燈存在風險，全屬同一承辦商負責保養維修。這個發現反

映該公司技術人員培訓不足抑或個別人員工作態度不夠認真？我

們為此禱告，能夠找到真正的原因。 

社會 □ 有研究顯示，長期戴口罩阻礙了兒童學習語言及與人溝通的能

力。我們為兒童們禱告，除去口罩後能逐步掌握辨識別人的面部

表情，更懂得與人和睦相處。 

教會 □ 為今主日下午堂舉行的福音廣場禱告，求主使用簡牧師的信息及

莫弟兄的見證，願主的話語賜給來賓們安慰和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