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6 月 14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莊燕玲幹事

司琴：廖曉恩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可 8:22-26．．． 祝宗麒牧師
講道．．．．深喉唾液的測試．．．．．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早堂崇拜～ ～ ～ ～ ～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0 年 6 月 13 日周末崇拜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曹錦能傳道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祝宗麒牧師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可 8:22-26．．． 祝宗麒牧師
講道．．．．深喉唾液的測試．．．．．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崇拜暫停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講題．．．．．．．．．落地開花
講員．．．．．．． 梁桂霞傳道
經文．．．．．．． 詩篇 130:1-8
主席．．．．．．． 梁卓男弟兄
敬拜隊．．．．．．．． Emmanuel

2020 年 6 月 13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司琴：李蔚麗姊妹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蔚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可 8:22-26．．． 祝宗麒牧師
講道．．．．深喉唾液的測試．．．．．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2020 年 6 月 17 日周三崇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陳素芳執事

講題．． 你信靠甚麼?你重視甚麼?
講員．．．．．．．．岑詠君傳道
經文．．．．．．．． 太 8:23-34
主席．．．．．．．．鄭曼莉姊妹
司琴．．．．．．．．鄭潔心姊妹

司琴：李子安弟兄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可 8:22-26．．． 祝宗麒牧師
講道．．．．深喉唾液的測試．．．．．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若有會眾發覺確診/懷疑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請盡早通知教會。
本堂亦會即時透過教會網頁及各牧區小組等通知會眾。
2. 恢復崇拜和其他聚會：凡出席者均需量體溫、進場前用消毒液搓手並
必須戴上口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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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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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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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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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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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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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崇拜直播
主日早堂時段(10：45-12:00）會繼續透過教會網頁安排網上直播崇拜，
讓未便回教會的都可參與，唯因技術限制，未必能提供清晰畫面或流暢
音訊。此外，若是次崇拜有外來講員及未便直播，該直播崇拜則暫停一
次，請會眾見諒。


教會財政收支報告
教會今年一月至四月的財政收支報告、２月至５月奉獻徵信錄、及拓建奉
獻已合拼印好一份放在地下至一樓梯間及玻璃檯，每個家庭可索取一份。

各聚會恢復情況
青年崇拜
長者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兒童小一至小三崇拜
小四至小六崇拜
幼童(K1-K3)崇拜
三樓幼童照顧
白田崇拜
中學生逆風帶聚會
基教課程
小組活動

星期六(下午 4:00)
星期六(下午 2:00)
星期三(晚上 8:00)
星期日(早上 10:45)
星期日(早上 10:45)
星期日(早上 10:45)
星期日(早上 10:45)
星期日(早上 10:00)
星期日(早上 10:45)

已恢復
6 月暫停，7 月 4 日恢復
已恢復
6 月 21 日恢復
6 月 14 日恢復。
暫停，稍後才恢復，
暫停照顧，家長需自行照顧。
6 月 21 日恢復。
已恢復。
7 月起恢復。
7 月起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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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本堂
我們鼓勵信徒繼續選用以下方式奉獻本堂
1. 銀行入數或寄支票本堂
信徒如欲奉獻本堂，可直接入數本堂恒生銀行戶口: 285-1-113759，支票
抬頭寫上「九龍靈糧堂有限公司」（英文: 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td.）。請保留銀行入數紙寄回本堂，或直接交回本堂入奉獻封奉獻。本
堂地址：九龍城嘉林邊道 1 號
2. 網上銀行轉賬
英文名稱：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imited
恒生銀行：銀行號碼: 024；戶口號碼: 285-1-113759
3. 轉賬或入數
簡便方法：WhatsApp 收據到教會
無論用以上 1.銀行入數 或 2.網上銀行轉賬，請立即上傳銀行入數收據，
或網上轉賬影像，或截圖，並要 WhatsApp 52633834 影像至本堂，請
寫上奉獻者姓名，奉獻項目（十一/感恩/差傳信心/拓建/其他……）等。
註：本堂將 7 天內以 WhatsApp 回覆。如沒有奉獻者資料，本堂以隱名
記錄在本堂經常費/感恩奉獻項目。另除十一奉獻不會刊登資料，其
他奉獻皆會在晨星刊登名字，除非註明隱名奉獻。

在亂世中作主的門徒
對象：23-29 歲在職青年，返本堂主日崇拜，沒有穩定小組
日期：7 月 3 日開始（逢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五）
時間：7:45-9:45pm

報名二維碼

地點：五樓飯堂
查詢：岑詠君傳道(Tiffany)
電話：9754 2194
報名：請到 http://shorturl.at/gxPY5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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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讀經進度: 哥林多前書 1-16 章、申命記 1-3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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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余敏威弟兄已安息主懷，並於 6 月 19 日(五)晚上在世界殯儀館設靈守夜，
翌日 6 月 20 日(六)早上 10:3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余弟兄或其家人的
肢體，能祈禱記念，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2020年 秋 季 主日學及週間課程簡介
【成長課程（一）】 認識聖經
成長課程共分為四個階段，除認識聖經外，尚有「認識教會」，「認識
敬拜」及「認識靈修」等，目的為要幫助信徒在信仰生命及價值觀上建
立一良好穩固的根基，均適合追求生命成長信徒學習，以致屬靈生命能
成長並帶來生命的改變。
內容： 1 聖經各經卷主題

2 聖經的成書

3 聖經的大綱，內容分類

4 聖經的歷史，語言及背景文化

對象： 初信者或有興趣認識聖經及生命成長的信徒
日期： 2020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25 日（共四堂）
時間： 逢星期六 下午 3:00-4:00
地點： 六樓桃李門
導師： 王華燦牧師
截止： 28/6/2020（主日）
報名請致電教會辦事處（23361696）。


「奪寶奇兵」之 舊約旅程（一）
可能你會覺得舊約的經卷很難讀、難明和難記，所以幾經辛苦都不能「出
埃及」（只讀了創世記就停了下來）。盼望我們透過這課程，能夠認識
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和故事，從而更認識那位創造萬有、掌管生命、與
我們同在同行的主。我們在今期將會涉獵舊約聖經的摩西五經及約伯
記……等你報名！
報名請致電教會辦事處（23361696）。
日期
時間

A 班（週三）

B 班（主日）

8/7 至 23/9，共 11 堂

5/7 至 20/9，共 11 堂

（*26/8 停課）

（*23/8 停課）

逢星期三晚上 7:30-9:15

逢星期日早上 9:10-10:30

地點

六樓 桃李門

導師

簡民基牧師

靈修中的社會關懷
簡介：「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基督徒要
關心社會已是不爭的事實。經文讓我們知道，這不純粹是社會服
務，背後蘊含著深層的人、神互動，是敬虔的落實。
課程邀請弟兄姊妹一同探索聖經中的社會關懷，並從靈修學出發，
培養與神同行的靈性。
日期：2020 年 8 月 8 日至 9 月 12 日（共五堂）
時間：逢星期六 上午 11:00-下午 12: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梁桂霞傳道
截止：26/7/2020（主日）


舊約歷史縱覽
簡介：大約十二堂課程，來簡單但重點式重溫整個舊約聖經記載的重要
歷史標記。在課堂中只能選擇一些較重要的片段和大家分享。同
學們在家自己先讀有關經文，和上課時做筆記和參與討論，這才
能加深認識舊約歷史。最重要的是，我們能清楚看見神從創世以
來，一直參與祂所愛的人的生活與生命，施行拯救。讀舊約歷史
幫助我們更全面的看見神守約，堅持，不放棄的恩典。
內容：1. 創世
2. 挪亞，亞伯拉罕，與以色列的誕生
3. 雅各，約瑟
4. 以色列至埃及
5. 摩西與出埃及
6. 踏入應許之地，士師，與以色列國
7. 大衛，所羅門
8. 國家分裂與被虜
9. 歸回耶路撒冷
10.亡國
11.新約時代之前的時期 12.舊約故事的延續
日期：2020 年 9 月 3 日至 11 月 26 日（共十二堂）
時間：逢星期四 晚上 8:00-9: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祝宗麒牧師
截止：23/8/2020（主日）


「生命之道」課程：申命記
日期：2020 年 9 月 17 日至 11 月 12 日（共八堂）
時間：逢星期四 晚上 7:45-9:35
地點：一樓大堂
導師：中神導師（錄像）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深喉唾液的測試
經文：可 8:22-26

1.

令人怕怕的唾液

2.

這神蹟的獨特性

3.

看見，但看不清

4.

經歷測試，才知我們目光有多清晰

5.

令人感到不安的測試

討論問題：
1. 試過令你深刻印象的有關唾液經驗？
2. 主耶穌為何要這樣作這神蹟？
3. 我們曾經過像被人唾棄的經驗嗎？有覺得自己被神唾棄嗎？為什麼？
4. 在這時代中，人們都彼此唾棄。你同意這觀察嗎？
5. 若我們真正跟隨耶穌，可能也要經歷祂被唾棄的遭遇。你對主耶穌向
門徒作出的預告有何看法？你是樂觀？悲觀？原因是？
6. 我們或從未想過作耶穌門徒是有代價的。若真要經歷令我們不安的遭
遇才能跟隨耶穌，你會怎樣選擇？你眼中的主耶穌，你覺得值得為祂
付上什麼代價？


國度

每周代禱欄 (6 月 14 日至 6 月 20 日)



乍得共和國
乍得是非洲中部的一個內陸國家，北接利比亞，東接蘇丹，南
接中非共和國，西南與喀麥隆、尼日利亞為鄰，西與尼日爾交
界。由於乍得地處非洲中心，遠離海洋，全年高溫炎熱，且國
土大部為沙漠地區，所以又被稱為「非洲死亡之心」。人口約
1,100 萬人，乍得國內共有超過 200 個民族，法語和阿拉伯語是
官方語言， 54%的是穆斯林，20%是羅馬天主教徒，14%是新教
徒，10%是泛靈論者，2%是無神論者。
禱告：
□ 為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禱告，求神讓他們親自經歷神，又求主打開
福音之門，差派更多宣教士有策略地在族群中展開福音工作，幫助
他們認識基督信仰。
□ 為歸主者禱告，求主除去他們內心的恐懼，並賜平安與智慧，使他
們在患難中能站立得穩，在穆斯林群體為主作見證。
宣教 □ 感謝神的憐憫與恩典，羅見好宣教士的爸爸肺炎由危險轉為得醫治，
求主賜家人、工人姐姐有智慧及耐性去照顧他。
□ 感恩，在疫症之下，記念塞內加爾工場的醫療事工仍然繼續，在新
機場附近及 Gorom 的診所仍可服侍，求主保守、保護各位當地同工
及夥伴同工的身心社靈健康，並求主加能賜力給他們，在事奉中能
經歷及見證神的大能。
□ 求主帶領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伉儷回工場的時間，原先的航班要
到 7 月才會開航。
社會 □ 未來一週全港學校將全面復課（除幼稚園外）
。求主保守學校在
各項準備工夫及教學安排上，有額外智慧與能耐作最適切的安
排。又求主賜恩同學們，保守他們有健康的身體及活潑的靈性，
對重新投入校園生活有好的適應。
□ 紀念過去一週因暴雨而受影響的家庭。一方面感恩暴雨沒有帶來嚴
重的傷亡，但同時很多居住於鄉郊的家庭卻遭受水浸之苦，損失嚴
重。求主賜下適切幫助予各受災者，願他們能盡快在受破壞中恢復
過來。
教會 □ 記念本堂患重病信徒，能得著主恩，在患病中仍能堅定信靠主。
□ 為首次崇拜直播大致暢順而感恩，唯至尾段時聲音有異常情況
出現。求主保守往後的每一個直播都能運作暢順，使未能返回
教會的肢體可藉著科技，一同投入敬拜。
□ 記念白田信徒，生命能繼續成長。白田各項福音事工亦將陸續
重啟，也開始接觸未認識信仰的街坊。求主預備街坊的心，得
以領受基督的大好信息。
□ 進入雨季，求主保守 322 工程進度不受天雨影響，並保守所有
工友工作時有安全，不受傷。

清晨堂唱頌歌詞

《我的神我敬拜祢》（版權:我心旋律）

我的神我要敬拜祢，我的心深深地愛祢，
在祢寶座前，我思想祢恩典，我的心讚美敬拜祢。
*祢是我心靈的滿足，祢是我唯一的喜樂。
在祢寶座前，我思想祢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祢。
《祢坐著為王》
(經文摘編: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

主耶和華，滿有憐憫和恩典，我投靠在祢翅膀蔭下；
當我回轉，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必歡呼喜樂。
* 祢坐著為王，到永永遠遠，雖洪水翻騰，我堅定仰望祢；
祢坐著為王，垂聽我呼求，使我靈甦醒，有復活的生命。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全地齊讚頌》
（曲：Herry Smith，詞：凌東成，版權: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讚美天父我多愛祢，高舉主的聖名於這世上，
願祢百姓說出天父祢作為，常用讚美建築上帝的國。
*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過去現在未來，真光照耀，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照遍永恆萬世。
《緊緊抓住祢》
（曲/詞：鄭耀華 Frank，版權:讚美之泉）

我無助的時候，祢給我力量，我害怕的時候，祢緊緊抱住我，
當我覺得我不行，祢告訴我可以，祢就是那最愛我的主。
* 我緊緊抓住祢，我永遠不放手，
我看到祢獨生子，為我釘死在十架上。
我緊緊抓住祢，我永遠不放手，
是祢醫治了我，是祢從沒離開過我。
Coda 我已看到我的未來，充滿信心和盼望。

下午堂唱頌歌詞

《住在祢裡面》(曲/詞: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祢，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祢，如鷹展翅上騰。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幽谷中的盼望》(曲/詞：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山邊無花果樹不發旺了，殘留葉絮隨風輕飄，
葡萄樹未結果，橄欖樹枯乾了，田地也沒有出糧食了。
即使羊圈好像荒廢了，羊群未見，綠草稀少，
牛棚全部已空，籬笆被燒毀了，我仍能靠著神喜笑！
唯祢是我終生拯救，我心中力量，是我亮光，
我的保障毋須畏懼前途如何荒涼，唯獨是祢，
是永久的倚靠，幽谷中盼望，活在世俗中，
看見祢的恩惠，人生變幻無常，仍不膽喪，心可堅壯！

四堂回應歌

《我的感謝》(曲：吳秉堅，詞：翁慧韻，版權:ACM)

每次看到風暴漸臨，烏黑天空聚雨雲，
曾在暗暗責罵，恨這憂鬱氣象，從來陰風暴雨最悶人。
今天我要感謝父神，賜我教訓望雨雲，明白雨會降下，
然後天邊放晴，沒有雨季誰會愛晴空?
每次我要孤獨遠行，看看身邊沒有人，
曾在暗暗自憐，恨這淒清景況，離別家鄉自會記舊人。
今天我要感謝父神，賜我教訓念遠行，明白旅客遠遊，
然後家鄉嚮往，沒有遠去誰會愛回家?
* 我的主! 讓我經風暴，曾讓我隻身過荒野，
遭試煉祢扶助，危難我不驚怕，能不驚怕!
我的主! 讓我經黑夜，曾讓我隻身走千里，
主領我歸家，我衷心感謝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