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5 月 31 日
主日崇拜(錄影)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張智聰博士
主席：祝宗麒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祝宗麒牧師
讀經．．．．．詩篇第 5 篇．．． 祝宗麒牧師
講道．．．．．當惡人當道時．．．．． 講員
三一頌．．．．．．．．．．．．．．． 主席
祝福．．．．．．．．．．．．． 祝宗麒牧師

2020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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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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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聰博士
主席：祝宗麒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祝宗麒牧師
讀經．．．．．詩篇第 5 篇．．． 祝宗麒牧師
講道．．．．．當惡人當道時．．．．． 講員
三一頌．．．．．．．．．．．．．．． 主席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張智聰博士
主席：祝宗麒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祝宗麒牧師
讀經．．．．．詩篇第 5 篇．．． 祝宗麒牧師
講道．．．．．當惡人當道時．．．．． 講員
三一頌．．．．．．．．．．．．．．． 主席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2020 年 6 月 3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講員：張智聰博士
主席：祝宗麒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祝宗麒牧師
讀經．．．．．詩篇第 5 篇．．． 祝宗麒牧師
講道．．．．．當惡人當道時．．．．． 講員
三一頌．．．．．．．．．．．．．．． 主席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感謝主今主日邀請到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張智聰博士到來分享神的
說話，願主親自報答。
2. 有關 6 月 7 日恢復實體主日 4 堂崇拜，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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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F.
G.

3 時之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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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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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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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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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月 7 日早堂 10:45 一 12:00 時段將會安排崇拜直播，若未便到本
堂，會眾可仍留在家中敬拜主，收看直播崇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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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有關基教課程安排亦將會在 7 月起部份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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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星安排
為減少耗用紙張及響應環保，晨星不會夾有詩歌紙、代禱及講道大綱
頁，有需要可以到一樓玻璃檯或一樓梯間索取，晨星用後亦可放回一樓
收集箱以便回收。與此同時，會眾亦可使用 QR CODE 或手機登入九龍
靈糧堂教會網頁(kllc.org.hk)以便查閱晨星資訊，惟晨星網頁版不會刊登
奉獻徵信錄及財政事宜，會眾仍可在一樓雜誌架取閱晨星有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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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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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代禱欄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



索馬里

國度

索馬里是一個東非國家，屬未開發國家。索馬里全國劃分為 18 州

75 區，約 1,200 萬人口，主要宗教是伊斯蘭教。打著伊斯蘭
旗號的暴力行動在索馬里引爆了兩波相當明顯的浪潮：第一，
離棄伊斯蘭的穆斯林正快速增加；而當一些對伊斯蘭感到極度
不滿的穆斯林集體脫離宗教時，更多的穆斯林選擇了跟隨主耶
穌，成為基督門徒，因此也成就了第二波的歸主浪潮。禱告：
□

求主讓索馬里人能經歷主耶穌的平安，一起為國家和平努力。

□

為索馬里境內快速成長的新教會禱告，願他們能接受整全的門訓，
信心也能不斷增長。求主使用更多僕人，去到當中分享福音，願人聽見
主的道而充滿喜樂，有滿足，有平安，能收割多而又多的莊稼。

宣教 □

求主保守李偉明牧師一家生活健康、平安；另兒媳 Alice 懷孕
期的適應，早日穩定，傳基工作和事奉，恩霖在加國的生活等
靠主平安。

□

上村非洲難民區，有多位有心及信仰成長的信徒，其中一對夫
婦渴望裝備為主所用，另有「打石湖村」區四位信徒開始有心
聚會，求主成全他們。

□

因疫情關係，防礙不少事工進行，考慮發展中文班視像教學，探訪

社會 □

改以小組作多次進行。求主賜李偉明牧師的團隊在疫情期間，
賜更多開敞的門，與差會同工，抱信心和有智慧行事，為裝備
教會而努力，迎接豐收。
社會因國安法而躁動不安，民心虛怯及不安，願上主繼續彰顯
權能，在亂世中主導歷史的前進。

教會 □

願上主厚賜智慧，使我們在新的時代，新的環境中憑信前行，
並作諸般的預備，成為明亮的燈臺，成為美好的見證，成為苦
難百姓的同行者。

□

不少主內肢體年紀老弱，身體健康出現問題，請記念他們的需
要，求主保守。

□

記念白田將會重開崇拜，求主賜恩白田的街坊，保持對主的信心。

□

請繼續記念 322 財政上的需要，將進入最後工程階段，也需向
建築工程公司繳付若干的費用，求主引導及賜予所需。

崇拜唱頌歌詞
《要吶喊要頌揚》
(中譯:不詳，版權:Hillsongs Australia)

在世間，萬有中，那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的愛是奇妙莫大。
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尚存，一息生氣，也要定意敬拜祢。
* 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發
響；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眾海呼喊，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要述說祢權能，願永愛著祢，我
這生不變更，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及祢。

[回應歌]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詞/曲:馬啟邦，編曲:潘盈慧，版權:敬拜者使團)

1.天父祢名是多麼美，榮耀遍全地，在禱告良辰，靜觀祢的美。
恬靜，我沈默主座前，毋用多片言，在禱告前，祢已清楚我需要。
Pre-Chorus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由祢全權來帶領。
Chorus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祢賜給我們，免
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2.今日，我求問主的國，求問主的義，王的旨意，如陽光遍地彰顯。
Chorus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Bridge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國度權柄榮耀，
全屬祢直到永遠。

Chorus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祢賜給我們，免
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Coda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