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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2022 年 11 月 27 日
午堂教育主日崇拜
主席：崔永浩執事

領詩：莫僑浩弟兄

鋼琴：盧陳雅娜姊妹

電琴：湯展晴弟兄

（早上 10:30 分）

講員：劉志良牧師

報告、牧禱、祝福：羅錦添牧師
- 程序 -

序樂 -------------------------------------------- 眾肅靜
宣召 ---------------------------------------- 詩 148:1,5
默禱 --------------- 《主在聖殿中》 -------------- 世#544
唱詩 ---------------- 《讚美真神》 ---------------- 生#20
《有福的確據》 -------------- 生#414
《天父必保守》 ---------- 美樂頌#113
祈禱
啟應 --------------- 生*11 聖靈引導 ---------- 羅頌盈校長
金句 ------------------------------------------- 箴 22:6
獻詩 --------------《我獻上我的孩子》 -------------- 詩班
讀經 ------------------ 箴 22:4-6 ------------ 鄭美芳校長
講道

【智慧抉擇，逆境前行】

祈禱
回應詩歌 ---------《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 生#56
奉獻 ------------------------------------- ①主日 ②教育
教育部報告 ---------------------------------- 崔永浩執事
頒發獎項 ------------------------------------ 余毓繁執事
報告
牧禱
讚美詩 --------------- 《讚美詩》 ---------------- 生#535
祝福
離堂詩 -------------- 《奉行真道》 --------------- 生#525
默禱
殿樂 -------------------------------------------- 眾離席
- -  - -

本週金句：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 章 6 節
主日早堂：上午 9 時正
地址：九龍塘窩打老道 134 號
電話：3443 0300

主日午堂：上午 10:30 分
傳真：2336 4259

週六晚堂：下午 5:30 分（現代敬拜）
教會網址：www.ktac.org
電郵：info＠ktac.org

- 年長體弱不便站立者，不必隨眾站立 -

詩班獻詩

我獻上我的孩子
作者：Lloyd Larson

上主我們到你面前，感謝你慈愛與恩典，在神子基督裏我眾結連。.
今天我們到你面前，求賜智慧與聖言，我們謙卑獻上頌詞。
我獻上我的孩子，我兒女讓主管治，
引領他們隨你腳步，生命靠主今開始。
主領我們在你面前，要顯彰你慈愛恩典，
讓孩子得見基督神兒子，神兒子。
上主我們到你面前，慶賀感激主的恩典，賜下兒女讓我們看顧。
我們感激到你面前，將孩子教導引牽，讓他們相信你聖名。
我獻上我的孩子，他們皆上主所賜，
求使他們像主忠誠，一生所行，一切所言。
主領我們在主面前，要顯彰你慈愛恩典，
讓孩子得見基督神兒子，神兒子。

本週家事報告

（27/11-3/12）

1. 鳴謝
承蒙劉志良牧師（現任荔枝角靈糧堂主任牧師）蒞臨主日崇拜證道，謹此致謝。
2. 歡迎
歡迎每位參加崇拜的朋友。請新朋友在會後填寫「來賓留名卡」交回司事，以便聯
絡。收看直播的新朋友假如願意參加本教會的小組，或希望教會為你禱告，請掃瞄
QR CODE 填寫你的資料。
3. 教育部年報
禮堂入口備有本年度之《教育部年報》供索取，亦可以此 QR CODE 或至教會網站下
載電子版。
4. 2021-22 年度核數師報告
2021-2022 年度核數師報告，已張貼於教會禮堂門口、教牧辦公室門外壁報板及辦公室往大
堂之壁報板。請會友查閱，以便於會友大會中通過。
5. 孩童奉獻禮
孩童奉獻禮於 12 月 25 日（主日）聖誕節崇拜舉行，會友若願意把子女奉獻給主，請於教會
接待處索取申請表格並填妥後交回，截止日期為 12 月 11 日（主日）
。
6. 堂慶聯合崇拜、週年會友大會及特別會友大會
本堂謹定於 12 月 4 日（主日）舉行堂慶聯合崇拜，聯合崇拜後（約中午 12 時）於本會禮堂
召開本年度之週年會友大會及特別會友大會，請各會友留步出席，共襄聖工。詳情請看週刊
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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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會手機應用程式「KTAC 塘宣」
教會廣播群組訊息會於 12 月 4 日後停止運作，屆時大家可以在手機程式「KTAC 塘
宣」繼續收取教會資訊，若有弟兄姊妹仍未安裝，可掃瞄 QR Code 或 按此連結
https://youtu.be/1LhKe0D5SAU 瀏覽教學短片。
8. 《差傳祈禱會》
11 月 30 日（三）晚上 8：30 舉行網上差傳祈禱會，由柬埔寨宣教士唐德如傳道分享珠山耀
愛中學的建校見證和需要，歡迎弟兄姊妹參與，同心禱告。

其他家事報告

（27/11-3/12）

1. 執事會會議紀錄
10 月份例會的紀錄摘要現已張貼於禮堂入口側及教會走廊的佈告板，歡迎會友省覽，並在禱
告中記念教會聖工。
2. 2023-2026 年執事選舉
2023-2026 年度答允出任執事候選人名單（共 8 位）
，分別為：
- 張桂強弟兄、李正道弟兄、李漢華弟兄、馬萬祥弟兄、鄧蔭麟弟兄
- 關劍旋姊妹、雷惠明姊妹、文爾琳姊妹（按英文姓名次序排列；弟兄 5 位、姊妹 3 位）
候選人資料及述志已張貼在禮堂及壁報板上。由於應屆候補執事名額有 8 席，而答允出任執
事候選人剛為 8 位。因此 8 位候選執事將會自動當選。本年度不會派發選票及進行投票，請
大家禱告記念。
3. 2023 年月曆
月曆已開始派發給會友，一家一份。另外，本堂亦額外印備供會友轉送給親友作傳福音禮物，
會眾可在禮堂內及接待處索取，每本 20 元，歡迎自由奉獻。
4.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教會大型聚會
教會將於本年底至下年初舉行多個大型聚會，活動詳情請參閱週刊內頁。
5. 疫下關顧
面對疫情，正是我們實踐彼此相愛教會一家的機會。教會已於去年設立抗疫援助慈惠金，歡
迎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聯絡教牧同工申請。
6. 招聘
本會現誠聘傳道多名、青少年福音幹事及助理幹事/副幹事，詳情請參閱教會網站之招聘頁。
7. 請記念本主日出外事奉同工
甘樹堅牧師：往播道會信泉堂講道。
8. 下週堂慶聯合主日崇拜預告
講員：羅錦添牧師
主席：莫僑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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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代禱事項

（27/11-3/12）

[ 教會事工 ]
1. 聖樂部現正招募聖樂事奉人員，
，包括，
：詩班，
、敬拜隊，
、司琴，
、領詩，
、樂器小組及手鐘隊等事
奉團隊，求主感動和引領有心志的弟兄姊妹參與聖樂事奉。
2. 教會於下主日(4/12)舉行堂慶聯合崇拜，
、週年會友大會及特別會友大會，
，求主保守會友積極
參與，
，共襄聖工，
。此外，
，今年有 8 位弟兄姊妹答允出任 2023 至 2026 年度執事候選人，
，將會
自動當選，求主使用和賜福他們明年 4 月起的事奉。
3. 蝴蝶谷基址代禱事項：
 近日有不少肢體或其家人受到新冠病毒感染，
，求主賜給受感染者平安及醫治他們的病痛，
，也
求主賜力量給弟兄姊妹在事奉上作替補和配搭。
 11 月 27 日為國際堂的正式開堂崇拜，求主帶領更多新朋友認識教會，並在未來的日子，與
蝴蝶谷基址一同開拓多元化的福音機遇。

[ 差傳事工 ]
為西貢街跨文化事工祈禱﹕
1. 為西貢街安排崇拜和辦公室地方禱告，，因場地不敷應用，，求神預備一個合適場地，，讓更多人得
聞福音。
2. 有兩位姊妹在 12 月受浸，求神堅固兩位姊妹的信心，在困難的生活中，更經歷神的看顧及恩
典。
3. 為星期六晚足球事工祈禱，，求神使用，，除吸引小朋友，、青少年外，，還可接觸男性的家長，，讓牧
養關懷更全面。
為在塞內加爾的宣教士 Eileen，祈禱：
1. Eileen，已回港，
，在港為期，2，個月的述職，
，在教會有分享及講道，
，求主讓教會，
、差會和，Eileen，
三方有好的協作安排述職的日程。
2. 11-12 月述職後，
，2023，年，1，月休假，
。在這三個月在工場的華人事工，
，由，AGS，的前同工，Fanny，
傳道負責。Eileen， 會維持網上的跟進當地事工的工作。祈求主差派合適的長期同工來配搭服
侍，因為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3. 請記念 Eileen，在港述職及休息的日子，在教會和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分享，與家人友好有温暖
的相聚時間。
4. 記念 12 月 13 日晚塞內加爾述職分享祈禱會，，求神使用當晚的聚會，，吸引弟兄姊妹參加塞內加
爾的服事。
為在塞內加爾的宣教士 Fanny 祈禱：
1. 為 Fanny 的健康體魄和事奉得力祈禱，
2. 記念建立合神心意的團隊，能彼此配搭服侍;
3. 籌備，12，月至明年，2，月聖經訓練。
4. 12 月 11 日有新同工來加入團隊，和有另一位來 3 個月的短宣。記念大家的適應和磨合。
環球宣愛協會：
1. 「足動傳世界， 2022」籌款活動已於 10， 月在香港舉行起步禮，第二至三站分別在東南亞和中
東順利進行，
，第四至六站將於，11，月在西非，
、拉丁美洲和東亞等地區進行，
，求主感動信徒參與
為協會各地的工場籌募經費。
2. 將推行「柬學生‧齊同行‧共成長」計劃，求主感動人參與支持柬埔寨學生的教育經費並關
心他們的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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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牧事工 ]
感謝主在疫情中的保守，院牧部於 11 月份舉辦之「電話關懷探訪訓練」工作坊能順利完成，求
主保守學員關懷病患的心志，使他們能藉著訓練得著反思與整理。

[ 宣道國際學校二期工程項目 ]
室內游泳池，(Indoor，Swimming，Pool，Development)
 游泳館大樓內部建築工程大致完成，
，包括消防及機電設施等屋宇裝備工程，
。建築師已於 9 月
底向消防署申報消防裝備工程完成，
，消防署亦於 10 月 10 日到現場進行正式測
試，
，情況滿意，
。建築師正在向食環署申請游泳池牌照，
（首階段），另外預計於
10 月底至 11 月上旬向屋宇署申請入伙紙。願主繼續保守整個工程的進度。
現時全球疫情暫緩，
，感謝主帶領及祝福，
。敬希各會友肢體代禱，
，求主帶領保守一眾
建築工作團隊之身心靈健康，使餘下建築物結構工程能夠順利完竣。詳情請見 QR
CODE 網頁。

[ 聯會事工代禱事項 ]
1. 感謝主！更多堂會有限公司已獲得稅務局發出正式的慈善團體免稅資格，
（IR88），開展新的
一頁。求天父保守聯會及其他堂會有限公司也早日獲批 IR88。
2. 資產轉移，
、人事聘約轉移，
、社會服務單位租約轉移及其他相關的過度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
求主保守一切能夠順利完成。
3. 感謝上主，
，聯會董事會選舉於 7 月 24 日順利完成，
，是次選出的董事為，
：羅錦添牧師，
（塘宣）、
石偉漢牧師，
（天澤堂）、吳玉樹牧師，
（塘宣）、王德福牧師，
（宣中堂）、胡家豪牧師，
（友愛
堂）、甘家勇牧師，
（鞍盛堂）、湯朗天弟兄，
（友愛堂）、張一峯弟兄，
（耀頌堂）、梁日安弟
兄（興福堂）。各位董事於 8 月 1 日正式上任。請大家禱告記念。

[ 個人關懷 ]
請為以下身體軟弱長期病患肢體身心靈代禱，求主醫治疾病並賜健康平安。
 林碧英姊妹，
、丘何杏橋姊妹，
、王雪英姊妹，
、黃雪茹姊妹，
、陳華興弟兄，
、蘇黃麗娟姊妹，
、李可
立弟兄，
、孔可兒姊妹，
、梁昇甫弟兄，
、張棠牧師，
、劉平生先生，
、李黎銘琦姊妹，
、吳林元平姊妹，
、
朱煥意姊妹。

[ 社會關懷 ]
1. 新冠肺炎疫情近期再現反覆，每天確診個案有上升趨勢。求主止住疫症的蔓延，賜智慧給香
港政府及相關人員，引領他們在抗疫措施上作出有效的協調和決策；並保守香港市民堅守個
人防疫措施，在不安和困境中得著平安和盼望。
2. 港鐵發生列車出軌甩門嚴重事故，求主賜智慧給有關當局作深入調查及研究成因，加強保養
維修，保障市民安全，避免事件再次發生。
為俄羅斯和烏克蘭禱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事持續 9 個多月，仍沒有結束的跡象。求主引領雙方領袖在談判上能有所
共識，以和平的方式止息戰火，並看顧在戰火中的百姓，保守他們在恐懼中得到平安，在危難中
免受傷害。
為中國禱告
中國內地確診個案日益上升，廣東省個案佔比例最高，求主讓當地政府作出適切的安排，叫各項
措施能兼顧防疫及百姓所需要的。

-

如您或您的親友需要代禱和關顧，請聯絡同工或填寫探訪/代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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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崇拜一覽

（27/11-3/12）

-
崇拜

時間

蝴蝶谷基址崇拜 09:30，AM

成人崇拜，-

地點

講員

講題

蝴蝶谷基址

林紀均傳道

神家的生活指引(七)，榮神益人好
僕人（提前 6:1-2）

鄭穎塱傳道

isotopes，同位素？
（腓 2:19-24）

主日

週六

青少年崇拜

10:15，AM

地庫 B02 室

LCC 晚堂崇拜

05:30，PM

教會禮堂

翌日參與聯合堂慶崇拜

搖籃班

0-2 歲

暫停

幼級組

N – K1, K2

火花 Spark

K3 – P2

宣小禮堂集合，宣小禮堂放學

每主日

T & T

P3 – P4

宣小禮堂集合，宣小 4/F 放學

10:25 AM

T & T

P5 – P6

宣小禮堂集合，宣小 5/F 放學

宣幼 1/F 及 2/F 課室

教會於不同時段設有不同團契及小組，歡迎參加，有意者請與教牧同工聯絡（電話：3443，0300）。

招聘

助理幹事/副幹事（九龍塘 / 荔枝角）
中學畢業或大專程度及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熟悉電腦操作及文書處理（MS Office 及中英
文輸入法）
負責主日崇拜周刊及簡報 （PowerPoint）
負責崇拜影音及其他聚會場地設置
細心，富責任感及具團隊精神
需週六、日上班
有事奉心志，能靈活應變，具教會經驗及即時
上班者優先

-

傳道同工 多名（青少年事工 / 職青
事工 / 家庭事工）
-

須神學畢業
負責牧養工作，配合發展學校福音事工
具教導、牧養及傳福音恩賜，成熟主動，
重團隊精神

青少年福音幹事
-

-

協助教牧和牧區事奉團隊牧養青少年；協
助統籌及推動青少年福音事工，並支援牧
區行政工作
有心志服事青少年，具教會青少年團契或
導師之事奉經驗者優先
大專程度，能處理一般文書及行政工作
主動、有創意，具團隊精神
曾接受相關事奉裝備更佳
需週六日上班

-

助理幹事 (接待)
-

中學畢業或大專程度及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熟悉基本電腦操作及文書處理（MS Office 及
中英文輸入法）
細心，親切有禮，富責任感及具團隊精神
負責接待、處理查詢及協助辦公室日常運作
支援教會小組事工
需外勤、週六、日上班
有事奉心志，能靈活應變，具教會經驗及即時
上班者優先

應徵者請繕履歷、要求薪酬及所屬教會（如適用）寄九龍塘窩打老道 134 號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人事組收（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位名稱）或電郵至 job@ktac.org（資料只作招聘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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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4 日(日)
10:30-12:00

堂慶聯合崇拜
(KT+BV 各堂崇拜)

12:00-12:20

會友大會及
特別會友大會

2022 年 12 月 25 日(日)
10:30-12:00

聖誕聯合崇拜
(KT 各堂崇拜)

14:00-15:30

聖誕洗禮崇拜

2022 年 12 月 24 日(六)
19:30-21:00

青少/職青
平安夜崇拜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六)
17:00-19:00

年終見證感恩會

2023 年 1 月 7 日(六)
19:30-21:00

音樂佈道會

 週年會友大會及特別會友大會通告 
本年度之週年會友大會及特別會友大會定於 2022 年 12 月 4 日聯合崇拜後
（約中午 12 時）於九龍塘基址舉行，敬請各會友依時出席。
週年會友大會議程：
1. 開會祈禱
2. 2022 年會務報告
3. 通過接納 2021-2022 年度核數師報告
4. 通過委任 2022-2023 財政年度本會核數師
特別會友大會議程：
1. 通過新一屆執事（任期由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2. 通過執事會推薦鄧蔭麟弟兄為產業保管委員人選（Trustee of the
Kowloon Tong Church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任期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
3. 結束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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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奉獻簡便指引
 現金 / 支票

查詢請電 3443 0323 或 donation@ktac.org 聯絡會計同工。

支票抬頭：「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或「九龍塘宣道會」
或“Kowloon Tong Church of the CC & MA”
支票背面：寫上中文姓名、電話、奉獻項目
填寫奉獻封並投入禮堂門口之奉獻箱，或郵寄至本會並註明「會計部收」。

 銀行轉賬（一次性或定期轉賬）
1.

教會賬號：匯豐銀行 001-006360-001
收款人：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Kowloon Tong Church of the CC & MA）
2. 轉數快（FPS）手機號碼：57446003
收款人：Kowloon Tong Church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須於一週內連同轉賬通知書或其清晰截圖/照片通知會計部，註明中文姓名、電話、奉獻項目：
1. 郵寄至本會會計部收
2. 電郵：donation@ktac.org（九龍塘基址）／bv_donation@ktac.org（蝴蝶谷基址）
3. WhatsApp：57446003（電話只接收奉獻通知不作其他用途或查詢）

 設立銀行常行指示
於教會網頁下載申請表格，按指引到銀行辦理手續，完成後把文件副本交回教會安排奉獻收據。

奉獻項目：（獻金封如無註明將預設為常費）
常費

差傳

向外佈道

慈惠

主日學

花刊餅汁

ＬＣＣ

教育

院牧事工

聖樂

聯會

神學生助學金

抗疫（抗疫援助慈惠金）

九龍塘宣道會實體聚會安排
1.
2.
3.
4.
5.

6.
7.

主日崇拜：
LCC 崇拜：
青少年聚會：
KTAC Kids：
祈禱會：

早堂：上午 9 時正；午堂：上午 10:30 分 (設有網上直播)。
星期六下午 5:30 分。(設有網上直播)
主日早上 10:15 分。
主日上午 10:25 分。
主日崇拜前祈禱時段：上午 10:20-10:30 分播放代禱事項。
週三祈禱會：以 ZOOM 形式舉行，時間為晚上 8:30 分。
非團組弟兄姊妹請致電教會接待處登記，索取 ZOOM 連結。
主日學：
各班主日學可自行決定實體聚會日期。
初信門訓：上午 9 時正。
團契及小組： 各團組可自行決定實體聚會日期。
如在教會聚會，請先與教會接待處聯絡以確定是否有合適場地可供使用。

教會防疫措施
本教會（九龍塘基址）採取以下防疫措施，請會眾留意：
1. 按政府規定，由 2022 年 11 月 17 日起，宗教場所被列為「疫苗通行證」被動查核處所，
所有進入教會的人士只需掃瞄「安心出行」二維碼即可進入，但仍須符合「疫苗通行證」的
要求。
2. 持有「紅碼」的人士不可進入宗教場所。
3. 無論任何原因而未能符合接種要求的會眾，敬請體諒現時的防疫安排，並請參與網上崇拜。
教牧同工將繼續以其他方式提供牧養。
4. 因教會禮堂座位有限，請按座位標示就座，滿座後請到轉播站參與崇拜。
5. 教會內禁止飲食或除口罩活動，並請留意社交距離，避免聚集。
6. 會眾如身體不適或出現發燒（攝氏 37.5 度或以上）病徵、或近日與懷疑／確診新冠肺炎患
者有緊密接觸、或居住大廈或工作單位正接受政府強制檢測，請參與網上崇拜。
 以上資訊會隨著疫情發展而變更，請密切留意教會網站及各團組 WhatsApp 的最新消息。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