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5 月 24 日
主日崇拜(錄影)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鄧惠玲傳道

司琴：李蔚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鄧惠玲傳道
讀經．．．．箴言 4 章選讀．．． 鄧惠玲傳道
講道．．．求智慧：保守我們的心．．．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2020 年 5 月 23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崇拜暫停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崇拜暫停

2020 年 5 月 23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 ～ ～ ～ ～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鄧惠玲傳道

司琴：李蔚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鄧惠玲傳道
讀經．．．．箴言 4 章選讀．．． 鄧惠玲傳道
講道．．．求智慧：保守我們的心．．．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鄧惠玲傳道

司琴：李蔚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鄧惠玲傳道
讀經．．．．箴言 4 章選讀．．． 鄧惠玲傳道
講道．．．求智慧：保守我們的心．．．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2020 年 5 月 27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鄧惠玲傳道

司琴：李蔚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鄧惠玲傳道
讀經．．．．箴言 4 章選讀．．． 鄧惠玲傳道
講道．．．求智慧：保守我們的心．．．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6 月 7 日恢復實體主日 4 堂崇拜
因應疫情暫緩，教會將於 6 月 7 日（星期日）恢復實體崇拜。有關恢
復崇拜之防疫措施將有下列安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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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一半可容納人數，同時亦開放地下、三樓及六樓作直播用，另
請依照座位安排保持間隔就坐。
B. 基本防疫 — 所有進場者需量體溫、戴口罩、用搓手消毒液抹手。
此外，亦會限制各出入口之地方，請會眾進入教堂時留意有關安
排。
C. 鼓勵參與較少會眾的崇拜 — 若然聚會人數已達限制人數，會眾
將會被邀請參與其他時段之崇拜。目前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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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之崇拜。
D. 簡約崇拜 — 崇拜將以簡約方式進行，時間約一小時完結。台上
只安排主席、講員及司琴，過程中均會戴上口罩。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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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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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為減少傳染機會，會眾不宜有緊密的接觸（如握手...），及需保
持一定距離。
H. 教會計劃 6 月 7 日早堂崇拜時段有直播安排，盼望未便回教會的
可以留在家中收看崇拜直播，在家中敬拜主，亦減少教會人流。
2. 其他崇拜及聚會安排：
A. 青年崇拜將於 6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恢復。
B. 兒童牧區的崇拜及幼童照顧仍會暫停，小四至小六崇拜將會在 6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10:45）恢復。小一至小三崇拜將會在 6 月

21 日（星期日上午 10:45）恢復，其他幼童（K1-K3）仍會稍後才
恢復，三樓兒童照顧仍暫停，家長需自行照顧。
C. 周三晚堂崇拜將於 6 月 10 日（晚上 8 時）恢復。
D. 白田崇拜將會在 6 月 21 日（主日早上 10 時）恢復。
E. 中學生逆風帶聚會（主日上午 10:45）將會在 6 月 7 日恢復。.
F. 所有小組活動及基教課程仍暫停至 7 月，請留意最新公報。
G. 長者崇拜將會在 7 月 4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才恢復。
（註：因應疫情多變數，以上措施隨時修訂執行，並按政府指引修訂
開放時間）
3. 5 月 27 日（星期三）晚上 9-10 時將繼續安排「教會祈禱會」，歡迎
會眾進入本堂提供 ZOOM 的網絡連接，與同工一起為香港，為不同需
要，為教會祈禱。


兩年讀完聖經(2020 年 2 月到 2022 年 1 月，每天讀 2 章)
我們鼓勵信徒每天讀兩章聖經，以 2 年為期，完成全本聖經的閱讀，大
家可到一樓梯間索取讀經進度表，以便完成閱讀整本聖經，歡迎隨時加
入。
2020 年 5 月讀經進度: 羅馬書(1-16 章)、民數記(1-36 章)


疫境同行
為鼓勵信徒在這段面對疫情的時間可以有彼此分享，信徒可將一些個人
的見證、故事、經歷、感恩等與會眾分享，分享將會放上教會網頁，信
徒可將分享電郵教會：kllc@kllc.org.hk 或將文字見證分享等上傳與本
堂同工(只收電子版，不收實體文字)，文字限制在 100-1000 字，分享可
選用不記名，本堂將按內容的適切性刊登教會網頁。


家庭月(5-6 月)
教會 5-6 月成長方向為家庭，特別在疫情期間，可能會多與家人一起，
也可以增加彼此間的感情，鼓勵信徒在家中講更多彼此鼓勵的說話，並
嘗試多欣賞家人，建立更美好的關係。

疫情下的更新牧養
一場大流行的「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超過 100 多天，叫我們都經歷了一場
史無前例 ── 來勢洶洶，摧毀力度令人招架無力的疫病。然而，在全港
市民共同努力，齊心抗疫下，疫情漸趨緩和，教會的實體聚會及活動被迫
「停擺」四個多月，亦終現曙光！
經此一「疫」，即使未來可能研發出控制今次疫症的疫苗，我們或許需要
尋索疫症危機的背後 ── 病毒雖惡，但未全面摧毀人類；而世人在期望
疫情的陰霾早日退去，社會即將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復課復學，市民的
生活重回正軌，面對未來與疫症共存，從信仰角度，這一場世紀暴風給教
會帶來什麼新的挑戰？又給信徒屬靈生命帶來什麼新啟示呢？事實上，踏
入二月，教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危機中急速地轉化了教牧同工對信
徒的牧養策略，多少也更新了教會的核心價值；同時，開啟了教會事工的
新視野 ── 更新牧養也許才是更根本的抗疫。
☆ 崇拜更新
～ 網上崇拜：二月，教會的主日早堂崇拜（早上 11 時）
，嘗試以錄播方式
進行，一方面既避免了信徒實體崇拜可能引發感染的危機；另一方面，
此模式經教會網頁發放，給予了信徒極大的自由度，從而增加了崇拜的
可參與性，讓參加崇拜的人數得以提升。
～ 網上默想：四月，受苦節的默想崇拜，青年牧區的同工及導師，以創新
思維，製作出動畫模式的短片，讓信徒在抗疫的日子，仍然可以默想耶
穌的受苦受難，十架被釘，死亡及復活。
～ 簡約崇拜：疫情期間，主日崇拜由 6 月起採以精簡程序及人手的格調，
帶領信徒一起操練簡約崇拜，專一以「心靈及誠實」朝見上主。
☆ 靈命進深
～ 網上教會祈禱會：教會祈禱會嘗試以網上形式進行，吸引了超過一百多
名信徒參與。參加者除了為教會，宣教士及疫情祈禱外，當中的分組安
排，讓久違了的信徒可以彼此分享近況，將是次祈禱會推向高峰，出席
率也突破過去實體祈禱會參加人數！
～ 網上代禱時刻：為了關顧信徒疫情期間的情緒起伏變化，教會遂有「一
對一代禱」時刻的安排。牧者同工期盼透過聆聽及代禱，與參加者共渡
時艱，讓信徒內心被攪動的各種沈重經驗，及情緒得以舒緩、釋放！
～ 網上短期課程：基教部在「停課不停學」的原則下，於四月首次推出網

上“約拿書研讀”課程，讓信徒在嚴峻的疫情下，仍可以學習聖經，堅
定信靠上帝，走過疫境。
～ 疫情見証分享：鼓勵信徒將疫情期間，生命中呈現的各種感受，或所經
歷的喜、怒、哀、樂等感人的小故事，投稿「疫境同行」專欄。十多位
信徒的生命見証，成為肢體同心同行的激勵！
☆ 肢體同心
～ 網上小組團契：信徒生命成長，需要肢體同行，互相扶持的力量，三月
後，教會各個牧區在同工的鼓勵 /協助下，陸續透過不同網上平台
（Zoom/Skype/Meet）進行小組或團契，以維繫組員相交的關係。四月
下旬，青年牧區更舉辧了網上「青崇重聚日」聚會，及之後的「青崇人
Assemble」網上團契等，讓青年人在保持社交距離令下，提供了一個難
得相見在網中的機會！
～ 網上查考聖經：真理是教會增強信徒抗疫的重要力量。因此，我們鼓勵
小組聚會，除了彼此關顧問候，代禱守望外，還一起查考聖經，讓上帝
的說話成為信徒疫境中的盼望！
～ 非經常性關顧：教會的停止活動，居家令的限制，並沒有阻礙教會對使
命的遵行。非常時期，非常服事：
1. 同工導師以電話聯絡和關顧信徒，甚至親自探訪送贈口罩及漂白水等
防疫物品。
2. 錄製有安慰及鼓勵的讀經語音，發放給長者。
3. 白田亦為區內家庭分發或轉贈抗疫物資，及邀請對方一起禱告，受惠
家庭約 90 戶。
☆ 福音延伸
～ 網上關顧宣教士：疫情席捲各國，海陸空交通停頓之下，為了關顧遠在
非洲宣教士情況，逆風帶的同工帶領少年同學透過視像會議聯繫於非洲
迦納天馬里服侍的宣教士，了解他們在疫情下的需要，少年人主動的關
顧及代禱成為他們其中的安慰。
～ 全民外展送口罩：限聚令下，有牧區鼓勵組員以「隨身送罩」的形式，
關顧活在水深火熱中基層者的需要，期望受惠者因著包內的金句卡有機
會接觸教會，為貧困者認識福音開一扇門。兩次活動參與人數接近 20
人，送出口罩包 290 包，贈出口罩 750 個。
～ 網上建立信仰組：鼓勵對信仰有興趣的尋索者，可以透過網上一同以詩
歌，短片、分享及對話，認識基督教的信仰！

信仰分享小組
這是一個新成立的小組，目的是與對信仰有興趣的朋友一起認識上帝，
並將自己所體驗的信仰彼此分享。
內容：透過詩歌、短片、對談、分享等方式去認識信仰
對象：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的人士、未信者
時間：每月逢第一個星期五，晚上 8:00 - 9:30
因疫情關係，此小組會以網上形式（Zoom 視像會議）進行，如有查詢或
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有關啟用 ZOOM 視像軟件留意事項
因疫情和限聚令，教會崇拜和團契小組等均改為網上進行，並多使用
Zoom 作為主要視頻會議工具。但教會也留意到有關這軟件一些安全問題。
Zoom 聲稱一些安全漏洞已解決，並會繼續改善其安全性。
教牧同工們在這兩個月都有試用其他軟件，但在權衡了風險和利弊之後，
教牧同工都同意暫時仍繼續使用 Zoom。但請使用者小心使用和登入：
a) 請勿使用第三方，例如 Facebook，Google 等自動登錄 Zoom。請使用
自己 Zoom 帳戶登錄。
b) 請不要隨便分享會議 ID 和密碼。
c) 本堂的 ZOOM 的聚會(祈禱會，代禱時刻)會眾先進入等候室，請在等
候室中等待，直到被邀請加入會議室為止。
d) 若參加教會辦的網上聚會，請開啟視頻和音頻，讓大家彼此看見對方，
這也是保安措施之一。
e) 請避免分享高度機密或很私隱事項。如有需要得到更深入的牧養上的
幫助，請通過其他方式直接與教牧同工聯繫。
f) 請定期更新最新版本的 Zoom 以獲取最新安全設置。


國度

□
□
□

宣教 □
□
□
社會 □

□
教會 □

□
□

每周代禱欄 (5 月 24 日至 5 月 30 日)



伊拉克共和國
伊拉克位於西亞-中東地區的共和國，約 3,900 多萬人口，超過 95%
是穆斯林，什葉派信徒約佔 65-70%。伊拉克是世上其中一個人類
古文明（米索不達米亞）的發源地，除了有很豐富的波斯文化遺產，
也可以找到最古老的基督教教派與教會。因局勢不斷惡化，大量亞
述基督徒被迫離開伊拉克，逃往鄰國或西方國家，導致伊拉克基督
徒人口銳減。
禱告：
求主醫治這個久歷戰爭、動盪的國家，能得到真正的穩定與平安的
生活。
求主在遜尼與什葉信徒之間興起和平之子，以公義與愛去化解一切
的怨仇，解決當中的矛盾。
求主堅固當中的教會，因他們也是飽歷壓迫的人，讓他們有力堅守
信仰，以愛與真理去轉化這地的創傷，實踐愛的行動，為主作美好
見證。
求主使用彼得&佑寧宣教士伉儷成為遠方穆民朋友、家庭及附近鄰
舍的祝福，在瘟疫中活出祂憐恤的大愛，彰顯祂的大能。
求主保守在港信主的工人姐姐在疫情爆發的日子，專心依靠神，能
平安完成工作合約禱告。
也求神保護中部歸主者群體，在瘟疫中他們更加投靠神，繼續成為
家族、鄰里中之「鹽和光」
。
DSE 考題事件持續發酵，不幸是政治高於考生福祉。無論爭論如
何，求主保守考生仍有平安的心應付餘下的考試，經歷主恩同
在！
全球各地疫情雖有緩和跡象，但惟恐經濟重啟後仍有第二、三波的
反撲，深盼疫苗早日完成，確保疫情可盡快控制，生活回復正常。
記念教會籌備實體崇拜恢復準備，各事奉人手亦準備中。雖開
始仍以簡化程序，但亦需小心籌備，求主保守各項準備工夫順
利！
疫情期間本堂已安排許多安息禮，請記念當中服侍的同工，求主保
守各人的身體健康。
繼續記念 322 工程能順利進行，尤其天氣開始不穩定，內地亦未完
全復工，物料送運本港仍有困難。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求智慧：保守我們的心
經文：箴言 4 章選讀

要聽！

追尋智慧，尋求行義

保守我們的心

操練保守的迫切性

主是救主或是生命主宰

問題討論
1. 對於別人的提醒，勸勉，我們容易先抗拒，抗辯嗎？為什麼不容易聽
別人勸告？
2. 為何聖經中常將智慧和行義連在一起？兩者有何關係？
3. 怎樣理解「心」這個觀念？你的心現在著緊什麼？同意你心所緊張的，
正是在「控制」你？
4. 何謂保守我們的心？我們都有讀神的話語，但這跟保守我們的心有必
然關係嗎？
5. 要去操練屬靈生命，行在神的義中，或成聖，我們都同意或願意，但
我們有動力與動機嗎？為何我們同意，但又這麼沒動力去作？
6. 求主在我們眾人內心工作，看見追尋智慧和成熟的生命的可貴。

崇拜唱頌歌詞
《頌讚祢哈利路亞》
(版權:ACM)

感激基督帶領，恩典賜予我未停，日日服事主，我心歡喜。
讓讚美聲跨千里，要唱唱唱莫停，哈利路亞。
「頌讚祢哈利路亞，稱讚祢哈利路亞，哈利路亞。」x2
《祢必成就美好事》
(曲: 曾祥怡，詞: 游智婷，版權: 讚美之泉)

耶和華有恩惠不輕易發怒，滿有憐憫慈愛到萬代。
張開雙手使萬物得飽足，信靠祢我什麼都不缺。
*我的心要單單倚靠祢，我的口要大聲讚美祢。
祢必成就美好事在我生命，我要永遠稱頌祢的名。
[回應歌]

《陶造我生命》
(原曲:SH'MA TEFILATI，詞:潘耀倫，版權:宗教教育中心)

神願祢來陶造我，使我在靈裡果子更多。
奇妙聖靈，請將心窩潔淨，剔出污穢願能成聖。
*恩主我求能像祢，心內柔和與謙卑。
憑熱愛熱誠感染萬千生命，彰顯美善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