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6 月 21 日
父親節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主席：霍志浩弟兄

司琴：楊斯妮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創 35:1．．．．． 王華燦牧師
講道．．．與神相遇的父親(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主禱文．．．．．．．．．．．．．．． 講員

早堂崇拜～ ～ ～ ～ ～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0 年 6 月 20 日周末崇拜

講員：王華燦牧師
主席：祝宗麒牧師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創 35:1．．．．． 王華燦牧師
講道．．．與神相遇的父親(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崇拜暫停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講題．．．．．．．叩門，就開門
講員．．．．．．．．李懷蓉傳道
經文．．．．．．．．． 路 11:1-13
主席．．．．．．．．陳懷恩姊妹
敬拜隊．．．．．．．． The Bridge

2020 年 6 月 21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忍耐等候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雅 5:1-11
主席．．．．．．． 梁桂霞傳道

2020 年 6 月 24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深喉唾液的測試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可 8:22-26
主席．．．．．．．．劉崇達執事
司琴．．．．．．．．楊斯妮姊妹

司琴：藍曉恩姊妹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王華燦牧師
主席：祝宗麒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創 35:1．．．．． 王華燦牧師
講道．．．與神相遇的父親(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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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林少權弟兄

司琴：張秀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創 35:1．．．．． 王華燦牧師
講道．．．與神相遇的父親(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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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堂直播崇拜面對攝錄器材、技術及網絡傳輸的限制，直播影像
因低解像度會顯得矇糊，另輸出音效亦因收音各樣技術限制而未如理
想，我們仍努力各樣嘗試改良中，對收看直播崇拜之會眾引起不便請
見諒。
3. 每星期三晚上 8 時的晚堂崇拜已恢復，歡迎會眾邀請朋友出席。
4. 6 月 25 日(星期四)為端午節公假，是日本堂暫停開放。
5. 7 月開始將接受提名來屆的執事選舉(2021-2023 年)，請會眾記念並
為將會提名的執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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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必需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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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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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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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至小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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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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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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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劣天氣指引
主日崇拜及週六青年、長者崇拜及各聚會
8 號或以上
颱風信號
黑色暴雨警號

早上 6 時已發出或
預告將會發出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全日所有崇拜
及聚會暫停

聚會前 3 小時發出黑色暴雨警號

所有聚會暫停

聚會前 3 小時取消黑色暴雨警號

所有聚會恢復



本堂聖餐崇拜安排
各堂崇拜
主日清晨堂(9:00am)
主日早堂(10:45am)
主日中午堂(12:30am)
主日下午堂(3:00pm)
白田嶺南小學崇拜(10:00am)
周六長者崇拜 (2:00am)
周六青年崇拜 (4:00am)
周三晚堂崇拜 (8:00pm)

每月第一周
聖餐

每月第二周

每月第四周

聖餐
聖餐
聖餐
聖餐
聖餐
聖餐
聖餐

註:如該主日或該堂崇拜遇上特別聚會、會友大會或遇上颱風，將順延一
周安排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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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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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網上祈禱會 (網上 ZOOM 進行)
日期: 6 月 23 日(星期二)
時間: 晚上 9:00-10:00
內容: 為教會守望，彼此代求
請參加者晚上 8:55-9:00 到教會網頁(www.kllc.org.hk)並按提供的連結
進入便可。

2020 年 秋 季 主日學及週間課程簡介
時間

導師

截止日期

【成長課程（一）】
4/7 至 25/7(六)
認識聖經

午 3:004:00

王華燦
牧師

28/6
(主日)

A班
8/7 至 23/9(三)
（*26/8 停課）

晚 7:309:15

B班
5/7 至 20/9(日)
（*23/8 停課）

早 9:1510:30

靈修中的
社會關懷

8/8 至 12/9(六)

早 11:0012:30

梁桂霞
傳道

26/7
(主日)

舊約歷史縱覽

3/9 至 26/11(四)

晚 8:009:30

祝宗麒
牧師

23/8
(主日)

「生命之道」
課程：申命記

17/9 至
12/11(四)

晚 7:459:35

中神導師
（錄像）

已截止

課程

「奪寶奇兵」
之舊約旅程(一)

註:
註:

日期

28/6
(主日)
簡民基
牧師
28/6
(主日)

1. 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手續，請參考課程單張及地下基教壁報板
2.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周國蘭傳道(233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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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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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媒體事奉團隊招募
招募弟兄姊妹加入事奉行列，負責以下：

報名二維碼

- 崇拜直播硬件設置及軟件操作
- 主持網上聚會及處理即場答問
- 舞台數碼混音平衡
有意學習事奉請用 http://shorturl.at/lsTW5 或聯絡曹傳道。


安息禮拜公告
李黃月嫦姊妹已安息主懷，並於 6 月 27 日(六)早上 10:30 在聖安德烈堂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黃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向其家人
作出慰問。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與神相遇的父親(上)
經文：創世記 33:18-20；34 章，35:1

I.

軟弱的父親

34 章

沉默的父親 34:2-5
溺愛的父親 34:4，8
商品交易的父親 34:9-12
掩藏惡行、唯利是圖的父親 34:20-23
聲名狼藉的父親 34:30-31
II. 與神相遇 35:1
討論問題：
1. 從 34:1-4 示劍對待底拿與哈抹，你觀察到他是一個怎樣的人？這種性
格如何帶來悲慘的人生？
2. 從 3 4 章中，雅各對女兒的受害有何反應？你如何看這些反應 34:1-5
3. 哈抹對兒子示劍的行為有何反應？34:4-8
4. 哈抹想怎樣擺平這件兒子的醜行？這種做法會帶來什麼惡果？試分享。
34:9-12
5. 雅各對兒子們的敗行有什麼反應？34:30
6. 西緬及利未對父親的責罵有何回應？34:31 這個回應顯示了他們內心
如何看這件事情？
7. 最後上帝的出現給你什麼想法？35:1 試分享。

清晨堂唱頌歌詞 《滿有恩典》(曲詞：古丹青，版權：2010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來稱頌祢，我的主，不可忘記祢的恩惠，主赦免我的過犯，
醫好一切痛悲。來稱頌祢，我的主，祢救贖我得生命，
用慈愛、憐憫作我的冠冕。
* 耶和華滿有恩典、憐憫，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慈愛。
天離地多高，祢慈愛廣闊，以憐憫盛載我一生。
《最好的福氣》(曲︰胡丹青、詞︰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
在祢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祢帳幕的隱密處，渴想一心盡力愛主。
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撇棄恨惡，
但祢總看顧，樂意攙扶，愁悶慨嘆變作歡呼！
人海中多昏暗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
投靠祢，便覺恩典豐富。
也許心中感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氣，
讓我抓緊祢，熱暖的手臂，攜著我再振翅高飛！
人海中雖顛沛流離，但你應許不捨不棄，
投靠祢，是最好的福氣！全賴有著祢，才令這生極美！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獻給我天上的主》(曲/詞:TWs，版權:同心圓)
1.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2.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為祢我獻上頌讚。
Coda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最好的福氣》(曲︰胡丹青、詞︰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
在祢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祢帳幕的隱密處，渴想一心盡力愛主。
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撇棄恨惡，
但祢總看顧，樂意攙扶，愁悶慨嘆變作歡呼！
人海中多昏暗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
投靠祢，便覺恩典豐富。
也許心中感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氣，
讓我抓緊祢，熱暖的手臂，攜著我再振翅高飛！
人海中雖顛沛流離，但你應許不捨不棄，
投靠祢，是最好的福氣！全賴有著祢，才令這生極美！

下午堂唱頌歌詞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曲、詞:TWs,版權:同心圓)
在這片乾旱土地，沒有豐足的收穫，
願祢察看施憐憫，賜春雨滋潤大地。
是祢永看顧的恩義，叫我眾永不驚惶，
現我以信心回應，獻上迫切的禱告。
*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藉已成就的禱告，讓我開始認識主大能；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像戰士激發熱心，
顯明祢是獨一的主，是祢永遠作王。
《因主的名》（曲、詞:西伯,版權:共享詩歌）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和平之君得勝者。
地上古今的君王，也折服於祢面前。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全能之主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令我滿心溫暖。
* 全因主的聖名，勞苦可得安靜。
行走於孤單困惑裡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愁心可得歡樂；
祈禱的必得勝，我以性命來做證！

四堂回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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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度

□

□
宣教 □

□
□
社會 □

教會 □

□
□

每周代禱欄 (6 月 21 日至 6 月 27 日)



厄立特里亞
位於非洲東北部的國家，瀕臨紅海，面積 12.5 萬平方公里，人
口約 700 萬人，首都為阿斯瑪拉，民族以提格利尼亞人、提格
雷人等為主。由於厄立特里亞存在普遍的非法勞役、政府的獨
裁以及人權被政府嚴重打壓，亦是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最低
的地方之一，因此很多人經常稱之為「非洲朝鮮」。有 9 個民族：
提格雷尼亞（約佔人口 50%）、提格雷（31.4%）、阿法爾（5%）、
薩霍（5%）、希達賴伯（2.5%）、比倫（2.1%）、庫納馬（2%）、
納拉（1.5%）和拉沙伊達（0.5%）。
國民信仰東方正統教會（厄立特里亞正統台瓦西多教會）和伊
斯蘭教的約各佔四成多，少數人信奉天主教或原始的民間信仰
（拜物教）。
禱告：
求神開啟福音大門，感動及差遣工人到當中服侍，賜敏銳的心
去接觸當地族群，有更多智慧、勇氣和平安向那裏的未得族群
分享神的愛和主耶穌的救贖，讓他們能夠認識獨一真神。
懇求聖靈打開未得族群的心，因聽見神的道而充滿大喜樂，願
意接受主耶穌基督賜下的恩典。
記念新先生的肩周炎已有九成好轉，而新太太的腰痛和坐骨神經痛
亦有好轉，疫情放緩後可以再繼續治療，及持續做運動，期待可以
完全康復。
記念新先生及家人的傷痛，新先生的姐夫因癌病突然離世，記念未
信的姐姐，求主安慰及賜下平安。
記念宣教士的「撒種工程」繼續順利發佈推廣信息和發展；並透過
「撒種工程」能接觸到更多尋找真理的 M 朋友。
雖然「新冠肺炎」的疫情在本港有緩和的跡象，但仍有零星確
診個案。因此，我們繼續為各醫院的前線醫護人員禱告，求主
保守他們在繁重的工作下有健康；又為各醫院的院牧代禱守望，
讓他們有智慧，在疫情下仍能牧養和關顧到病人和家屬。
感謝主！教會已由六月開始恢復實體的主日崇拜。雖然仍受疫
情影響而採取相應的措施，但大家都合作，整體來說運作暢順。
求主掌管教會與聚會。
記念白田今主日(6 月 21 日)恢復崇拜，記念信徒能回到當中一
起經歷主及尋求主。
請記念 322 開始室內設計階段，求主賜設計師有屬靈的智慧，
去設計出合神心意的地方，以致能造就人的生命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