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5月 20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 

講題．．．．．．．神創造原是… 

講員．．．．．．．周國蘭傳道 

經文．．．．． 創世記 2:4-25 

主席．．．．．．．徐倩雅傳道 

司琴．．．．．．．林寶鈿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 

講題．．．．．．．世一黑面王 

講員．．．．．．．．林晶傳道 

經文．．．．．． 創世記 4:1-7 

主席．．．．．．．周彥均姊妹 

敬拜隊．．．．．． The Flock 

 

2023年 5月 21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 

講員：陳澤琳傳道 司琴：楊斯妮姊妹 

主席：杜嘉華姊妹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陳澤琳傳道 

講道．．．．．．黑暗中的看見．．．．．講員 

(創世記 6-8章)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主禱文．．．．．．．．．．．．．陳澤琳傳道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上午十一時 

講員：陳澤琳傳道 司琴：翁文慧姊妹 

主席：朱啟廸弟兄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祝宗麒牧師 

講道．．．．．．黑暗中的看見．．．．．講員 

(創世記 6-8章)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主禱文．．．．．．．．．．．．．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講員：陳澤琳傳道 司琴：黃蕙萊姊妹 

主席：雷永光弟兄  敬拜隊：救恩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陳澤琳傳道 

講道．．．．．．黑暗中的看見．．．．．講員 

(創世記 6-8章)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主禱文．．．．．．．．．．．．．陳澤琳傳道 



家事報告 

1. 新朋友交誼日於今天中午 12:30 舉行，請已報名的參加者到六樓桃李
門聚會，亦歡迎今日或最近參與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參加。 

2. 奉獻須知：請勿將同一奉獻資料，同時傳送到 WhatsApp 及 Signal，
以免引起賬目混亂。本堂於 WhatsApp或 Signal收到弟兄姊妹之奉獻
入賬資料後，將於 7天內回覆收到相關奉獻資料。 

 

網上雙週祈禱會(ZOOM) 

5 月份的教會雙週祈禱會仍會選用網上 ZOOM 進行，歡迎信徒到教會網頁連
結。 

日期: 5月 23日(星期二)(網上 ZOOM 祈禱會) 
時間: 晚上 9:00-10:00 
內容: 敬拜禱告，為差傳、城市及教會守望。 

註: 參加者需開視像並請準時 9:00到本堂網頁(www.kllc.org.hk) 按上
指定之連結。 

 

安息禮拜公告 

黎深(曾森)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5月 25日(星期四)中午 12:00假沙

田富山殮房舉行安息禮拜，祈盼認識黎深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
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逆風帶家長會 

主題分享：親子溝通的藝術 

日期：5月28日（日） 
時間：1pm-3:30pm 
地點：322地下禮堂 
內容：午膳、認識逆風帶、主題分享及分組時間 
分享嘉賓： 鄭安然先生（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總監；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文學碩士、香港浸會大
學公共事務倫理學文學碩士） 

報名方法： 請WhatsApp 6429 1011 與李懷蓉傳道聯絡，以便預備食物。 
截止日期： 5月22日 

如與青少年子女溝通這課題上有任何困難或想有更多的了解，可以透過
填寫問卷（請掃描二維碼）與我們的嘉賓分享，謝謝！ 

http://www.kllc.org.hk/


週三聚會 

「看見上主．看見復常」 
 

當我們說︰生活漸趨「復常」，我們的生命又是否「復常」同步中？ 
 

傷痛過後，我們或以己力，嘗試讓置身之處、甚至命自己「復常」。 

但，唯有在上主裡，經歷醫治，我們才能體會真正的「復常」—— 

不受時地所限，卻在仰望之處。 
 

日期︰5月 31日(三) 
時間︰晚上 7:30 
地點︰322 地下禮堂 

 

 詩歌．默想．夜行．禱告  

 

社區服侍  牽手同行 

“關懷大使”招募 

2023 年 2 月 2 日「疫要開飯」暫別街坊後，經過三個多月來的聯絡及

探訪土瓜灣區的基層家庭及獨居長者，在復常路上仍處身於經濟困境。

貧窮人事工為實踐：「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

是神所喜悅的。」（來十三 16)，將「疫要開飯」的派飯服事轉型為「有

飯有送」的關係式佈道——藉著送上飯盒聆聽獨居長者的心聲及關心貧

困家庭的需要，在關顧中延伸天父的慈愛。 

現鼓勵凡有心志關愛鄰舍的信徒，歡迎報名「社區服侍  牽手同行」，

成為關懷大使，參與「有飯有送」服事土瓜灣區基層家庭及獨居長者。 

關懷項目： 

1. 探訪送飯(星期四 黃昏) 

2. 家居送飯(星期六 中午) 

【註】：探訪分享，請參閱「有飯有送」：神作事直到如今 

信徒可於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6E95FyoJFKn9pq318  

如有查詢可聯絡周國蘭傳道(2336 1696) 

截止報名日期：4/6/2023(主日) 

  

https://forms.gle/6E95FyoJFKn9pq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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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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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飯有送 神作事直到如今 

疫境同行2.0 本周見證分享：感恩有祢  

家箋 
2023年 

5月見證分享：一切盡在祂計劃 

 

清晨堂唱頌歌詞 《耶和華我的磐石》 
(詞:游智婷，曲:周巽倩 Mary Chikagmi Lee,版權:讚美之泉) 

耶和華我的磐石，是應當稱頌的，祢教導我的手爭戰，教導我的指頭打仗。 
耶和華我的磐石，是應當稱頌的，祢賜給我智慧謀略，教導我心堅定於祢。 
* 神啊，我要向祢唱新歌，我慈愛的主，祢是我的山寨，我的高臺。 
神啊，我要向祢彈琴，歌頌我的救主，祢是我的盾牌。 
祢是我，我所投靠的主。 
 

《祢是配得》 
(詞:周巽倩 Mary Chikagmi Lee 曲: 周巽倩、曾祥怡，版權: 讚美之泉) 

1. 耶穌，祢是配得，配得一切尊崇讚美。 
從昨日、今日到永遠，祢永不改變，獨一真神。 

2. 耶穌，祢是配得，配得一切尊崇讚美。 
願萬國、萬民和萬邦，圍繞祢寶座前敬拜祢。 

* 何等美麗，和平君王；我敬拜祢，降服於祢。 
主祢榮耀充滿在全地直到永遠。 

 
《只有祢永恆的主》 

 (曲/詞: 張祥志，版權: 永恆音樂事工) 

誰知心痛苦，誰解心裡憂，誰可於這刻伴我身邊訴？ 
只有祢永恆的主，每一刻等待靜聽心聲。 
誰犧牲富足，誰捨尊降卑，誰於漆黑中讓每點光照遍？ 
只有祢永恆的主，帶出光輝令我溫暖。 
人海中常失落，每天感到壓逼苦困，還願祢每天也記念。 
求恩主啟迪，使我能知道，祢是永恆，祢是盼望，常在我心。 
* 容許我靠近祢，永遠沒掛慮，容許我愛慕祢，因祢是我力量。 
明天縱有幻變，求祢引導，願此生全為祢走過。 
(尾句) 能使我滿足只有祢！ 

  

家事提提你 



 
《恩典太美麗》 

(詞曲:盧永亨，版權:團契遊樂園)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1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父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2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獻我一生傳揚福音，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Coda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早堂唱頌歌詞 《無言的頌讚》 
(曲詞:朱浩權,版權:沙田浸信會) 

 

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又回歸於出處，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 

* 諸天說述主的榮耀，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讚美全能上帝！ 

 
《心曲》 

(曲/詞：陳鎮華，版權：HKACM) 

1. 慈愛天父，憐憫之父，在祢恩座前我衷心傾訴。 

求祢施恩潔淨我罪，使我得接近祢恩光。 

2. 求祢洗淨我心中思念，俗世多險惡，我不堪抵抗； 

求祢恩光普照引導，使我得遠離罪惡。 

3. 蒙祢恩待，我感恩不斷，願我一息尚存，也將身心相獻； 

求祢施恩潔淨接納，我願一世隨著祢。 

* 神啊！我衷心交託，全心將救主仰望。 

 尋著祢恩光心得盼望，恩主請祢垂念我。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曲/詞:霍志鵬，版權: 同心圓) 

求祢以真理引導我方向，求祢以真理陶造我， 
使我能知道，判斷何美善，每步道路也不走差。 
求祢以真愛注入我心裡，求祢以真愛燃亮我， 
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每步道路也緊靠祢。 
* 讓我愛祢，愛慕祢真理，盼祢教我得著永生愛， 
  全是祢捨身的愛，留下美善榜樣，我願全身心都歸祢。 
  願我謙卑渴慕祢指引，盼祢教我得著祢心意，全是祢永久的愛， 
  留下信念希望，現我在心底讚美祢。 

 

下午堂唱頌歌詞 《如鷹展翅上騰》 
(曲/詞: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 

神已聽見我的呼求，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纏累，恢復神造我的榮美形象。 
永在的神創造萬物的主，祂的智慧無法測度，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等候耶和華必從新得力。 
*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在神的國度裡， 
 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單單注視祢榮耀寶座。 
 如鷹展翅上騰，翱翔在神的國度裡， 
 領受聖靈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風采。 

 
《不變的應許》 

(曲/詞:李藹兒；編:Ann H. Ng；版權:新音樂敬拜創作) 

1. 耶穌懇求祢以大能覆庇我，祢的話語再一次堅固我， 
絕望和孤單不斷的追趕著我，祢卻是風雨中的避難所。 
耶穌唯有祢了解我憂傷難過，祢釘痕手安慰我，擁抱我， 
擦乾我眼淚，醫治了我的傷痛，用信心重新開啟我的眼光。 

2. 耶穌感謝祢一路上牽引著我，十架的路祢與我一起走過， 
祢走在我前頭，鼓勵我不要退縮，因祢在創世以前揀選了我。 

Chorus 原來哭有時，歡笑有時， 
過去所經歷的困難，更讓我看到祢的信實。 
學會保留有時，放手有時， 
我選擇相信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Bridge 祢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這時候縱使我看不透。 
  祢必引領我走進豐盛廣闊之地，祢恩典總夠我用。 
Coda  終於學會保留有時，放手有時， 

我選擇相信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我生命所有都交託在祢的手裏。 

  



《足印》 
(曲/詞:馬宗傑，版權: Music 2000 Ltd) 

1. 憶當天的那段舊夢，祂仿似與我夜裡共行； 
沙灘中的每段道路，編出祢與我兩雙足印； 
漫漫路無論多少崎嶇，都有基督緊握我手； 
遇寂寞但也不孤單，明白祢是共行。 

2. 祂當天親身的應許，祂必會與我伴結前行； 
一生中的每段道路，都必會帶領我經過； 
路漸盡回望我的一生，雖有祂一起的腳蹤， 
但絕望並困境之中，全是孤單足印。 

3. 每次我心中多悲傷，祂怎卻遠去剩我獨行； 
每次我感到是寂寞，祂怎卻遠去剩我孤單； 
默默地在我身邊的主，跟我低聲輕輕說出： 
「在絕望路裡的一雙，原是我的足印。」 

* 回望我過去多少的失意，但祢每次每次也在旁， 
 是祢抹我淚痕，是祢揹我經過， 
 明白到有祢居於心深處，我不再是獨行， 
 前路有祢共行，留下雙雙足印。 

 
《我的一生在祢手中》 

 (曲/詞:王亞文，版權:生命河靈糧堂) 

在主面前，細細數算神的恩典，我才明瞭，祢的奇妙帶領， 

我等候，願能摸著祢的心意，未來的路，願走在祢旨意中， 

獻上我最愛，在祭壇前不帶走，帶領我前往祢所應許之地。 

* 我的一生在祢手中，驚濤駭浪，主與我同在， 

  我的一生在祢手中，勇敢前往，向標竿直奔， 

  我的一生在祢手中，甘心順服，得最終獎賞， 

  我的一生在祢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祢手中。 

 

三堂回應歌歌詞           《黑暗終必過去》 
(曲:古丹青,詞:朱浩廉,版權:HKACM) 

世間昏暗，願有點燭光，燃亮心底盼望； 
無盡旅途，仍信會有終點，再艱苦也能擋。 
縱使飄泊，但有主應許，疲乏者得靠岸; 
始終相信，神祢永遠掌管，讓我輕看禍困不安。 
永久不變，耀眼的真光，原是一生盼望； 
渴想得見，神國這裡彰顯，此刻心裡沒有驚慌。 
* 黑暗終必過去，消散似風吹，罪惡張狂顛覆錯對，祢未允許！ 
 抬頭彷彿充斥烏雲，天空在流淚，我都相信平安是藏於祢的手裡。 
  （我總相信平安在乎主!） 

  



 

 每週代禱欄 (5月 21至 5月 27日)  

國度 中國 - 莽民族 

 莽族是越南、中國和寮國邊境的跨境民族。在越南，莽族是官

方認定的 54 個民族之一，居住在萊州省的芒齊縣、辛霍縣和

奠邊省的芒萊市社，人口為 4,650（2019 年）。在中國一側，

莽族被稱為莽人，原屬於未識別民族；2009年，經國家民委和

雲南省政府批覆，將莽人歸屬為布朗族，保留「莽人」的稱謂。

在雲南省金平縣境內的原始森林中游居游耕的莽人，在政府的

動員下出林定居定耕，逐步在金平縣金水河鎮形成了南科新

寨、坪河中寨、坪河下寨、雷公打牛四個自然村，居住著 570

人（2010 年）。莽族人生活環境中充滿了邪靈，必須不斷給予

安撫，才能平息惡鬼的憤怒。莽族是一個極小的原始部落，實

際上與外部世界沒什麼接觸。因此，莽族是一個未聞基督福音

的民族。 

     □  求上主打破轄制莽族人的邪靈勢力，釋放他們的心看見真神；打

發工人到莽族人中間傳講天國的福音，讓這個族群在基督裡找到

自己的身份。 

 □ 求上主的國降臨在雲南紅河州各族群中間，讓這裡的各族各

民都來敬拜主。 

宣教 □ 禱告記念兩位在泰南 S 及 Y 市工場的菲籍宣教同工身體健

康，兩位宣教同工都因各自的健康狀況而要接受治療，求上

主憐憫醫治。 

 □  為 S 市同工禱告，在工場能繼續和新一代的學生與鄰舍們在福音

上能有新的結連禱告。 

 □  為 Y 市同工禱告，簽證將於五月到期，請為到他和他家人們

的簽證能順利批出禱告。 

職場 □ 近日有兩名工人分別在郊野和斜坡工作時，被野蜂螫傷，引

致嚴重過敏反應而暈倒，最後造成一死一傷。讓我們禱告記

念時常在林木間工作的工人，求主保守及提醒他們有適當的

防預裝備。 

社會 □ 日前發生了菲傭在家抹窗時失足墮樓死亡的意外，求主憐憫

與安慰僱主的家庭及死者家人，也求主提醒僱主們愛惜家庭

傭工，盡力讓她們在安全的環境下處理家務。  

教會 □ 教會仍在招聘 2名辦公室幹事，求主親自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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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