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詩 46:1-11 

經文：人生的避難所 

 

大綱 

(一) 人生失序，卻不害怕 46:1-3  

 

 

 

 

 

(二) 黑暗盼望，上帝之城 46:4-7 

 

 

 

 

 

(三) 大敵當前，放手交托 46:8-11 

 

 

 

 

 

問題討論 

1. 當人生失序時，你的反應是怎樣? 經文說:「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你的怎樣看這句話? 

2. 第 4 節中指出這城是神居住之地方，是神同在的象徵，今天神的居

所在那裡? (參林前 3:16,6:19) 對你來說有那些特別意義? 

3. 「到天一亮」(5節) 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4. 經文提及「你們要休息」，對你來說是什麼意思? 你有否這些經歷嗎? 

如有請分享。 

5. 在混亂與患難困苦中經文提醒我們上帝要被尊崇，你有何看法? 在

日常生活中你的體驗是怎樣? 
  

2019年 2月 17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主席：莊燕玲姊妹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 46: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人生的避難所．．．．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差遣．．．．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主席：馬耀香執事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恩詩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 46: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人生的避難所．．．．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差遣．．．．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主席：馬耀香執事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 46: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人生的避難所．．．．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差遣．．．．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李子安弟兄 
主席：楊思思姊妹 敬拜隊：甘泉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 46: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人生的避難所．．．．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差遣．．．．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2019年 2月 16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暫停一次 
 
 
 
青年崇拜～～～～下午六時正 
講題．．．．．． 患難中的敬拜 
講員．．．．．．． 李懷蓉傳道 
經文．．．．．．． 詩 42-43 篇 
主席．．．．．．． 鄺保煾姊妹 
敬拜隊．．．．．． Followers 
 

2019年 2月 17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希西家王元年正月 
講員．．．．．．． 鄧文娟傳道 
經文．．．．． 代下 29:1-30:2 
主席．．．．．．． 徐慧儀姊妹 
司琴．．．．．．． 廖曉恩姊妹 
 

2019年 2月 20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 我們不一樣 
講員．．．．．．．． 林晶傳道 
經文．．．．．．． 可 10:41-45 
主席．．．．．．． 盧銀鳴姊妹 
司琴．．．．．．． 周潔珠姊妹 



 

家事分享 

1. 2月 23日(星期六)下午 2:00-4:00於一樓禮堂舉行宣教士分享會，是

日有梁志韜牧師夫婦、熊文傑牧師夫婦及羅見好宣教士分享年來的經

歷，並為他們獻上禱告，歡迎信徒出席。 

2. 因應地下花園污水渠日久損耗並滲漏，需要重新鋪設新的喉管，期間

將暫停開放花園，地下洗手間亦暫停使用，不便處請見諒。 

3. 「關懷貧窮人行動 - 糧油食品收集及利是錢捐獻」今日開始，請將物

資或金錢於崇拜後交到地下停車場的收集處。下午堂肢體請直接交給

辦公室幹事。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4. 因「生命之道」課程(24/1-21/3)關係，星期四晚上 6:00後不便泊車，

敬請留意。 

5. 2019 年事奉人員名單已刊登於今期「家箋」，請弟兄姊妹自行在一樓

雜誌架或一樓梯間取閱。 

6. 教會網頁已接近完成，請自行登入九龍靈糧堂網址 www.kllc.org.hk，

由於在網頁內的「會員登入」仍在處理中，稍後將再公報「會員登入」

方式。會眾仍可進入網頁內聽道及查看一般教會資訊。 

7. 凡參加應屆水禮或轉會禮，請於本月內交回申請表，逾期恕不接受。 

 

福音廣場:「誰明父親的心？」 

日期：3月 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12:30（中午堂） 

地點：一樓禮堂 

講員：簡民基牧師 

見證：王鎮平弟兄 
 
鎮平與爸爸的關係疏離，很少溝通，所以不很了解爸爸，甚至誤解了爸

爸好幾十年，錯過了很多美好的時光，後來是甚麼扭轉他們惡劣的關

係呢？......我們可能聽過以下經文很多次：「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

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

音三章 16節) 不過，你又明白天父上帝的心嗎？ 
 
請邀請未信親友參加，讓他們找到人生的盼望和出路。 

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2019親親大自然 
秋高氣爽好行山 

 
3月行程：上窰破邊洲之旅 

 

行程特點： 自北潭涌起步，途經已荒廢的客家村落上窰村及已被列為

法定古蹟的灰窰。不久，起子灣海岸、黃宜洲、鹽田仔及

斬竹灣一帶的景色盡入眼簾。走下山後，即抵達香港儲水

量最大的萬宜水庫，並行經兩大主壩：即朝向牛尾海的西

壩及面對太平洋的東壩。終點站為香港地質公園，遙望破

邊洲及一億四千萬年前因火山活動而形成的岩柱。回程參

加者需在終點站自行乘的士回到西貢市中心。 

行山日期： 23/3/2019(星期六) 

集合時間： 早上 8:45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西貢碼頭 94號巴士總站對面空地(公厠外面) 

活動時間： 全程約 10公里，需 6-7小時，會安排有休息時間，大約下

午 4時完成整個行程 

難度級別： 4-4.5星(5星為最難。需要有長途行山經驗及持久耐力) 

參加對象：1.年齡 18-65 歲(不在此年齡範圍者，行山組會酌情考慮） 

2.邀請未信主朋友的肢體及仍未有小組的信徒優先考慮 

參加人數： 20人(額滿即止。參加者報名後接到通知報名才算接納) 

報名費用： 每人港幣 50元（是日出席時可退回，缺席者費用撥作行山

組行政費） 

負責領隊： 王華杰弟兄 李錦興弟兄 

報名方法： 請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截止報名： 10/3/2019(主日) 

簡介會： 17/3/2019(主日)下午 1 時，六樓天倫閣(行程簡介會的目

的，是保障參加者的安全，及讓參加者預先瞭解行程資訊。

未能出席者將不接納報名，如有疑問可直接向周國蘭傳道

查詢：2339 3079) 
 
 



 
專題講座(最後今主日截止報名) 

講員: 宋軍博士(中國神學院講師) 

內容: 中國最新宗教政策 

日期: 2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 8:00-9:30 

對象: 本堂信徒 

報名: 請到地下壁報板報名 

講員介紹: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及中國神學研究院哲學博士。 

宋博士專研中國民間宗教、中國教會歷史，曾任職中國人民

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任中國神

學研究院助理教授，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靈糧堂聯差會事宜 

聯差會將會在 4 月 14-21 日舉辦越南跨文化團，有興趣參加者請向莊

春玲幹事查詢(電郵: charlenechong@kllc.org.hk)。 

 
 

家事提提你 
 

活動 內容 截止日期 

《約翰福音》研讀 
20/3-8/5 

(星期三) 

晚上 

7:45-9:30 
六樓天倫閣 3月10日 

信仰探索班 

Ａ 每月第二

及第四個

主日 

上午 

10:45-12:15 
六樓桃李門 不適用 

Ｂ 
下午 

12:30-2:0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報名：請向鄧惠玲傳道查詢及報名(2336 1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