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5 月 30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 ～～～～～～上午九時正
講員：黃浩儀博士
司琴：翁文慧姊妹
主席：陳曉彥弟兄
敬拜隊：青年詩班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青年詩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羅馬書 5:1-2．．． 王華燦牧師
講道．．．．盼望與嘆息．．．．．．．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5 月 29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主要你看見
講員．．．．．．． 周國蘭傳道
經文．．．． 出十三 17 至十四 31
主席． 劉崇達執事、楊美娟姊妹
司琴．．．．．．． 廖美芙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一人之境
講員．．．．．．．． 朱莉傳道
經文． 創世記三十二章 22-32 節
主席．．．．．．． 盧銀鳴幹事
敬拜隊．．．．．．． The Flock

2021 年 5 月 30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 上午十時正
講題．．． 不爭朝夕，放眼千秋
講員．．．．．．． 曹錦能傳道
經文．．．．．．．． 詩篇 24 篇
主席．．．．．．． 霍志浩弟兄
司琴．．．．．．． 魏明昕姊妹
敬拜隊．．．．．．．． 信望愛

2021 年 6 月 2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 我們還可以做甚麼？
講員．．．．．．． 簡民基牧師
經文．．．彼得前書 4 章 7-11 節
主席．．．．．．． 陳淑儀傳道
司琴．．．．．．． 楊斯妮姊妹
聖餐．．．．．．． 簡民基牧師

講員：黃浩儀博士
司琴：頌讚之聲
主席：鄧惠玲傳道
敬拜隊：頌讚之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讚之聲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羅馬書 5:1-2．．． 王華燦牧師
講道．．．．盼望與嘆息．．．．．．．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黃浩儀博士
司琴：頌讚之聲
主席：鄧惠玲傳道
敬拜隊：頌讚之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讚之聲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羅馬書 5:1-2．．． 王華燦牧師
講道．．．．盼望與嘆息．．．．．．．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 ～ ～～～～～～下午三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黃蕙萊姊妹
主席：楊思思姊妹
敬拜隊：麥子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青年詩班
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詩篇 24 篇．．． 曹錦能傳道
講道．．．不爭朝夕，放眼千秋．．．．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曹錦能傳道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因本堂三樓幼稚園有學生感染上呼吸道疾病，按衞生防護中心指引，
凡在 5 月 14 日至 27 日期間曾停留在本堂三樓超過兩小時均需在 5 月
30 日前接受檢測，若是用樣本瓶進行檢測，則需在 6 月 1 日前交回樣
本收集瓶。此外，本堂三樓暫停開放至 5 月 31 日止，敬請留意。
2. 6 月 27 日(星期日)下午 3 時將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是日下午 3 時後本
堂暫停借用 3-6 樓房間，請各小組需在下午 3 時前暫停有關活動，不
便處請見諒。
3. 太子道西 322 號的圍牆因用料不當及呈現不少補上去的石粉，為免日
後剝落，建築師已要求更換該批石材。


按立牧師典禮
本堂謹定於本年 6 月 27 日(主日)下午 3 時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按立典禮
如下：
日期：6 月 27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3:00-4:30
地點：本堂
受按牧者：曹錦能傳道
按牧團：王華燦牧師、余劍雲牧師、祝宗麒牧師、簡民基牧師、
林長健牧師、歐醒華牧師、黃嘉樑博士
是日將安排網上同步直播，由於舉行按立禮，是日下午堂崇拜暫停一次，
歡迎會眾出席，並為曹傳道獻上祝福及代禱。


長者信仰栽培及裝備課程
目的：訓練長者栽培導師及栽培員
日期：6 月 6 日及 13 日(兩堂)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人數：12 人
費用：$20，購書課本的費用(已有資助)
講授：簡民基牧師
報名方法：請直接與簡牧師聯絡(2336 1696)

七十周年堂慶崇拜
本年 9 月 12 日(主日)堂慶崇拜，現因防疫之限聚令，經各方面考慮，堂
慶崇拜將維持在本堂進行，如有最新消息將盡早公佈。


安息禮拜公告
劉唐淑卿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6 月 3 日(星期四)晚上 7:30 在世界殯
儀館舉行安息禮，翌日早上 10:00 舉行出殯禮，祈盼認識唐姊妹或其家
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兩年讀完聖經
為鼓勵會眾讀經，每天讀 2 章聖經，務求 2 年內讀完全本聖經一次，計
劃歡迎隨時中途加入，所需時間會順延。
2021 年 6 月：珥(1-3)、摩(1-9)、代下(1-36)、拉(1-10)


誠聘辦公室幹事
本堂誠聘辦公室幹事一名，協助辦公室日常的運作，包括一般文書、安
排維修、協助教會網上服侍，應徵者需為清楚重生得救之基督徒，中學
畢業，願意委身服侍，懂一般電腦應用，對網上服侍有興趣，善與人溝
通，有負擔者請把履歷寄交「九龍靈糧堂人事小組」或電郵
kllc@kllc.org.hk 人事組收，如認為合適則安排約見。


誠聘部分時間媒體幹事
本堂誠聘部分時間媒體幹事(工作時間/地點可彈性安排)，協助教會網上
媒體服侍，應徵者需為清楚重生得救之基督徒，大學程度，願意委身服
侍，對透過媒體服侍有負擔，善與人溝通，有負擔者請把履歷寄交「九
龍靈糧堂人事小組」或電郵 kllc@kllc.org.hk 人事組收，如認為合適
則安排約見。

我的九龍靈糧堂@70 周年堂慶
「一步一腳印👣👣👣👣」

提交方法：上載至 https://forms.gle/BRdfKMeSCtQQL45j7
最後截止日期：6 月 30 日(三)
＊所有作品，會逐一按主題需要而作出選取並展示。
詳情請留意教會網頁，或致電教會辦公室向梁桂霞傳道及
李懷蓉傳道查詢（2336 1696）。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形式

截止日期

2021 年

6 月 2 日至

逢星期三

實體

今日

水禮 A 班

6 月 16 日

晚上 8:00-9:30

2021 年
水禮 B 班

6 月 4 日至
7月2日

逢星期五
下午 2:00-3:30

實體

今日

水禮班報名
https://forms.gle/oag6QUsrUndJDJHw7

【疫要開飯】
基層家庭生活支援計劃
中期報告
1

感謝上主恩典眷顧，蒙眾肢體的慷慨奉獻， 疫要開飯計劃自 2020 年 8
月開始以來，得以在土瓜灣及白田社區中，接觸超過 30 個家庭，分享這
從神而來的豐盛恩典。經過半年共兩輪的支援，現時整個計劃的首階段
工作已暫告一段落。部份受助家庭生活已慢慢重回正軌；惟當中仍有個
別需要的，教會將按情況繼續作出支援。
除了經濟及物質上的支援，我們也十分著重關顧工作。這半年來的每個
月，教會同工連同弟兄姊妹義工組成的關懷隊伍，定期約見家庭，分發
物資之餘，也關心每個家庭的情況，讓我們有幸成為他們的陪伴者，在
孤單徬徨的日子裡頭，叫人看見上主的美善眷顧，福音工作亦因而延展
開去。現時願意持續被關心的家庭約有 18 個，當中 4 個已穩定出席福音
班或崇拜，又有一些因地點關係而出席其他教會聚會。
福音之門已經打開，未來日子除了目前的關顧之外，我們仍會不懈地繼
續祝福行動。同工正在商議下一階段行動，願賜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
2

賞賜的神，引領並繼續使用我們，祝福更多有需要的社區朋友。
1

截止 2021 年 5 月 16 日，尚存捐獻款項為港幣$71,273.00。

2

弟兄姊妹可考慮先暫停奉獻，直至另行通知。

防疫期間教會崇拜聚會安排
1. 恢復實體崇拜和聚會：凡出席者均需量體溫、進場前用消毒液搓手、
戴上口罩、進場前填寫姓名/日期/時間/電話，或使用「安心出行」、
或用 QR code 記個人資料。
2. 限制人流：我們將對聚會人數作出限制，包括崇拜地方不能超過 3 成
可容納人數，同時亦開放地下及三樓作直播用，另請依照座位安排保
持間隔就坐。
3. 鼓勵參與較少會眾的崇拜：早堂 10:45 時段相信會是最多人流，會眾
可考慮出席清晨堂 9:00、中午堂 12:30 或下午堂 3:00 時段之崇拜。
4. 崇拜時間縮減：時間約一小時完結，有聖餐會稍長，過程中均會戴上
口罩。
5. 自取晨星及聖餐用品：晨星將放在一樓梯間及各層門口，會眾可用 QR
CODE 上教會網頁閱讀。若有聖餐安排，將會放置在出入口處。請會眾
自取密封的杯餅，以備聖餐進行時用。
6. 各堂崇拜不會傳奉獻袋：請自行放奉獻入奉獻箱或用銀行轉賬方式
(請參閱教會網頁 www.kllc.org.hk)。
7. 減少傳染機會：會眾不宜有緊密的接觸(如握手...)，及需保持一定
距離。此外，此段防疫期間本堂暫停飲水機使用，如有特別需要請與
辦公室聯絡。


事奉人員招募
崗位

內容

白田中心 - 輔導學生完成功課，溫習默書測驗內容
功輔班導師 - 對象: 小三-小四，基層學童
- 每週輪值 1 天(2 小時)
白田中心
長者/家庭

查詢聯絡/報名
梁桂霞傳道
https://bit.ly/
3ytywbJ

- 對基層長者/家庭事工有負擔

關顧

- 平日關顧/探訪/分享信仰
- 具恩賜者可參與信仰班教導

司琴

- 協助各堂崇拜之司琴

曹傳道/
辦公室報名

網絡直播

- 協助崇拜/聚會直播

曹傳道/
辦公室報名

 每周代禱欄 (5 月 30 日至 6 月 5 日)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阿爾及利亞人民民主共和國
通稱阿爾及利亞，是北非馬格里布地區的一個半總統制共和國，首
都及最大城市為阿爾及爾。一群遊牧民族德乍康特．貝都因人，數
千年來在北非的沙漠中來回遷徙，帳篷是他們生活的中心，也是社
交集會並進行商業交易的場所。今天德乍康特．貝都因人的人口約
177 萬，年輕的貝都因人在以定居生活爲主的都市或城鎮中尋找工
作機會。在都市中可看到一種景象：年輕家庭住在現代的房屋中，
而他們的父母親則住在支搭於後院的帳篷內。僅有極少數的德乍康
特人是基督徒，穆斯林是貝都因人重要的身份認同之一。
禱告：
差派宣教士團隊來到德乍康特．貝都因人的帳篷，向好客的他們分
享信仰，吸引他們認識主。願他們認出基督是真神的兒子，歡喜快
樂地打開心門邀請基督成為他們生命的主。
這個群體能有歸主運動展開，並且渴慕神的話語，熱切學習神的律
法及吩咐。
禱告記念新天地宣教士伉儷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求主保守他們在
配合政府各種限制中，仍有平安及身心靈健康。
禱告記念他們將於 5 月底至 6 月中申請簽證續期一年，都能順利取
得簽證。
禱告記念「撒種工程」的持續發展，並團隊的合作，現正進行後台
系統搬遷，新先生與同事正在製作更多關於天書的短片。
新冠肺炎重挫香港各行各業，間接拖累會計從業員生計。隨着
企業倒閉潮出現，不少會計師事務所反映「被走數或收不足服
務費」，而停止招聘、凍薪甚至裁員。部分於零售、旅遊或餐飲
業工作的會計從業員，在疫情下更須停職留薪或失業。就算幸
保現職的從業員，都要兼任離職同事的工作，可以說無薪加但
倍加辛苦。有不少本堂的弟兄姊妹從事會計界，唯望他們在這
段時間可以自我增值擴濶視野，待日後經濟復甦時便有更多發
揮機會，一展所長。讓我們禱告記念他們！
為全球不同地方的醫護人員禱告，求主加能賜力，保守他們的
身心靈健康，又讓病者得到他們最好的醫治。
請繼續記念 322 渠務問題，求主給工程公司有智慧處理，請會
眾繼續為此代禱。
為九龍靈糧堂今年 70 周年感恩，求主叫弟兄姊妹回顧往日恩典，
掌握今天的機會，繼續傳揚主救恩。

清晨堂唱頌歌詞

《每一天我需要祢》
(詞/曲：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讓我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座前，用心靈誠實尋求祢，
親愛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祢，需要更多祢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一天，我需要祢，祢話語如甘霖。
每時刻，我需要祢聖靈如雨降臨。
* 這是我的禱告，願我生命單單歸榮耀給祢耶穌，
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愛祢，永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回應詩］《我知誰掌管明天》(曲：Ira F. Stanphill，詞：Cantonhymn、謝鳳蓮)
1. 我不知明日的去路，只靠主天天跨勝；
我不借明天的太陽，因明天轉變無定。
我不憂前路的困惑，因我主應許不變；
我確信跟主的腳步，全能父知曉一切。
2. 明日事人未可計劃，遇貧苦、逼迫、飢困；
主恩深飛鳥也看顧，仰賴祂必不缺少。
我不知前路的際遇，遇危難終必跨勝；
主犧牲傾寶血赦罪，十架恩把我遮蓋。
3. 我每天靠主得勉勵，當我攀金碧階梯；
我重擔背負愈輕省，透雲彩光輝每天。
到那天流淚不再現，豔陽光天天普照；
這天邊只見著彩虹，與眾山天邊相連。
* 放眼看未識透未來，那變幻不可掌握；
明日路祂牽引過渡，信靠祂垂念看顧。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從早晨到夜晚》
(詞：鄭懋柔，曲：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早晨我睜開眼睛，渴望聆聽祢聲音。
心中思想祢的好，更多與祢來親近。
夜晚我仍要歌唱，向祢闡明我心意。
敬拜化成一首歌，單單要唱給祢聽。
* 從早晨到夜晚，從曠野到高山。親愛主，我要稱頌祢美名。
從早晨到夜晚，祢愛永不止息。親愛主，一生緊緊跟隨祢。
Bridge 我的主，我愛祢，我要誇祢的愛無止盡。ｘ２
《永恆唯一的盼望》(詞、曲：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有ㄧ位真神，祂名字叫耶穌，祂來到這世界上，為要救贖你，
生命的意義，盡在這福音裡，只要你開口呼喊耶穌。
* 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解答，耶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
將憂傷變為喜樂，將懼怕變為力量，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

［回應詩］ 《誰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詞/曲：林婉容，版權：小羊詩歌)
哦～神偉大的愛，何其長闊高深，
竟不吝惜祂獨生愛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神稱為義的人誰能控告，誰能定他們的罪？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誰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
* 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
是赤身露體，危險，刀劍嗎？
不論是高處的，是低處的，現在的事，將來的事，
都不能叫我與神的愛隔絕。

下午堂唱頌歌詞

《獻上頌讚》
(曲:黎雅詩，詞:甄燕鳴，版權:角聲使團)

在世間，萬有中，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愛是奇妙浩大。
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我若只有，
一息尚存，也要定意敬拜祢。
* 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拍掌，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眾海呼喊，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要述說祢創造，願永愛著祢，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祢。
《神的孩子》(詞、曲：曾毓蘭)
神的孩子不要沮喪，舉目向上望，
神在天上不分晝夜時時看顧你，
雖遇艱難，雖有愁苦，仍在祂手裡，
祂必叫萬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滿溢。
* 不要看環境，不看自己，凡專心倚靠祂的必重新得力，
每個禱告神都垂聽，千萬別放棄，永遠不要忘記，你要忠心走到底。
不要看環境，不看自己，凡耐心等候祂的必如鷹遨遊天際，
神的孩子在主愛中，得享祂安息，永遠不要忘記，你是神、所愛孩子。
［回應詩］
《從這代到那代》(詞/曲：曾祥怡、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祂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祂。
不分種族國家，齊聲來頌揚，在寶座前，高舉雙手。
* 從這代到那代，萬民不停頌讚，從地極到地極，萬民歡然獻祭，
從列國到列邦，齊尊崇祢為王，高唱哈利路亞，齊敬拜彌賽亞。
Bridge 眾城門，抬起頭，榮耀君王將要進來，末後的榮耀大過先前的。
眾城門，抬起頭，榮耀君王將要進來，萬國敬拜如眾水的聲音。

頌讚之聲獻詩歌詞

《做在主身上》
(詞、曲：盛曉玫，版權：泥土音樂)

主在榮耀的寶座，眾天使圍繞座前，萬國萬民都來聚集，
主將萬民分兩邊，對著右邊的說，蒙福的，承受神的國。
當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當我冷了你們給我穿，病了你們來看我，這些我都紀念。
* 你們做在，一個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你們做在，一個姊妹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