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6 月 28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黃浩儀博士
主席：陳淑儀傳道

司琴：張美玲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陳淑儀傳道
讀經．．．馬可福音 4:35-41．． 陳淑儀傳道
講道．．．行神蹟奇事的神．．．．．．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陳淑儀傳道
祝福．．．．．．．．．．．．．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 ～ ～ ～ ～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0 年 6 月 27 日周末崇拜

講員：黃浩儀博士
主席：簡民基牧師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簡民基牧師
讀經．．．馬可福音 4:35-41．． 簡民基牧師
講道．．．行神蹟奇事的神．．．．．．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簡民基牧師
祝福．．．．．．．．．．．．． 簡民基牧師

崇拜暫停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講題．．．．．．．．．聖殿真義
講員．．．．．．．．張祥志先生
經文．．．．．．．．．可 11:11-18
主席．．．．．．．．游展晴姊妹
敬拜隊．．．．．．．． Followers

2020 年 6 月 28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落地開花
講員．．．．．．．．梁桂霞傳道
經文．．．．．．．．詩篇 130:1-8
主席．．．．．．．．岑詠君傳道

2020 年 7 月 1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司琴：張芷羚姊妹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黃浩儀博士
主席：簡民基牧師

司琴：張芷羚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簡民基牧師
家事分享．．．．．．．．．．． 簡民基牧師
讀經．．．馬可福音 4:35-41．． 簡民基牧師
講道．．．行神蹟奇事的神．．．．．．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簡民基牧師
祝福．．．．．．．．．．．．． 簡民基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岑詠君傳道
主席：陳曉龍弟兄

司琴：黃蕙萊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雅 5: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忍耐等候．．．．．．．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 王華燦牧師

家事報告
1. 感謝主今天有黃浩儀博士到來宣講主的道，願主親自報答。
2. 各牧區小組組長若 7 月恢復小組聚會，請聯絡辦公室幹事同工重新確
立借用地方。
3. 7 月 1 日(星期三)為公假，是日本堂暫停開放。
4. 7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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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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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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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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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暴雨警號

聚會前 3 小時發出黑色暴雨警號
聚會前 3 小時取消黑色暴雨警號

所有聚會暫停
所有聚會恢復



網上崇拜直播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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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未方便回教會的會眾都可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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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次崇拜有外來講員及因各樣原因未方便直播，該直播崇拜則暫
停一次，請會眾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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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恢復。
仍暫停。
暫停照顧，家長需自行照顧。
已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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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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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月成長目標：相交/安息
7 至 8 月教會成長方向是相交及安息，在這時間內，我們鼓勵信徒與人相
交，及有更多在主裡安靜的時間。
實踐方式:
- 參與小組/出席小組/團契活動
- 出席 8 月份一連 10 日港九培靈研經會
- 建議跨區交誼活動
- 多與家人一起及有個人的退修
註: 今年因疫情緣故已停止了各項聚會活動，這段時間不會暫停小組及各
項服侍或活動，反之我們卻可以在主裡有更多與神相交，與人分享時刻。

九龍靈糧堂
任期制執事選舉提名
為了要建立僕人領袖的領導事奉群體，並本著聖經的真理、聖靈的引導，
共同帶領教會，興旺福音，本堂已經確立長老執事選立規則。繼去年選出
3 位任期制執事後，本年將於 202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晚，17 日及 18 日
在各堂崇拜後舉行『任期制執事選舉會』，由本堂會友選出任期制執事。
任期制執事的提名將於本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進行。茲公佈有關執事
候選人資格，並誠邀有意承擔教會領導事奉的會友參加。
候選人基本資格：
a) 本堂會友，年 25 歲或以上，重生得救。
b) 在執事選舉會前三年 (由 2020 年 10 月 17 日計)內在教會任何具職銜之
事奉崗位中參與事奉，並獲 5 名本堂會友提名方可出選。
c) 同意有關本堂常務長執選立規則的條文，並經常務長執會審核資格。
d) 願意履行執事的職份至任期完結(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在任期內須出席定期會議，共襄聖工。
e) 非本堂受聘的牧師、傳道同工或其配偶。
※合共選出 3 個席位
參選辦法：
參選會友可於提名期間在一樓大堂玻璃桌上或辦公室索取「2020 年任期制
執事參選及提名表格」，填寫個人資料，並獲得 5 名本堂會友提名後，將
表格交回王華燦牧師或簡民基牧師。
提名期：2020 年 7 月 1 日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查

詢：王華燦牧師 或 簡民基牧師 (電話：2336-1696)

*詳情請參考「2020 年任期制執事選舉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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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讀經進度: 林後(1-13)、加(1-6)、弗(1-6)，書(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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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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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崇拜直播硬件設置及軟件操作

報名二維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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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聖餐崇拜安排
各堂崇拜
每月第一周 每月第二周 每月第四周
主日清晨堂(9:00am)
聖餐
主日早堂(10:45am)
聖餐
主日中午堂(12:30pm)
聖餐
主日下午堂(3:00pm)
聖餐
白田嶺南小學崇拜(10:00am)
聖餐
周六長者崇拜 (2:00pm)
聖餐
周六青年崇拜 (4:00pm)
聖餐
周三晚堂崇拜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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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秋 季 主日學及週間課程簡介
課程

日期

【成長課程（一）】
4/7 至 25/7(六)
認識聖經

「奪寶奇兵」
之舊約旅程(一)

A班
8/7 至 23/9(三)
（*26/8 停課）
B班
5/7 至 20/9(日)
（*23/8 停課）

時間

導師

截止日期

午 3:004:00

王華燦
牧師

今日

晚 7:309:15
早 9:1510:30

今日
簡民基
牧師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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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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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度

□

□
宣教 □
□
□
□

社會 □
教會 □
□
□
□

每周代禱欄 (6 月 28 日至 7 月 4 日)



摩洛哥王國
摩洛哥是北非西端的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位置近歐洲，在伊
斯蘭文化中帶著法國西班牙的殖民色彩，固有『非洲花園』旅
遊勝地的稱號。摩洛哥人口約 3,610 萬人，阿拉伯語為國家語
言，不過柏柏語和法語也是受到承認的官方語言。伊斯蘭教是
主要宗教，99%穆斯林，其中 67%是遜尼派教徒，30%是無教派穆
斯林，此外還有 0.9%為基督教徒，0.2%為猶太教徒。
禱告：
求主賜福摩洛哥的福音事工與宣教士，有效地帶領穆斯林歸主，
並摩洛哥阿拉伯人籍由商貿、旅遊者接觸福音，人心與社會風
氣向主敞開。
懇求聖靈招聚分散的信徒能被連結，有更多家庭教會的據點興
起，並開發出適合當地處境的門訓教材提供信徒使用。
求主記念麥子、鴿子宣教士夫婦一家在工場各項的適應，賜下健康
身心靈和力量學習語言。
求主預備合適的房子和好的房東，保守他們搬家的過程一切順利平
安。
求主給他們更多的耐心，智慧去帶領和教養孩子，也讓她們身體一
直健康，不生病。
求主記念麥子、鴿子透過網上"快樂漢語"的活動，跟當地學生通過
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遊戲、唱歌、講解詞語、聊天等，幫助學生
學習漢語。
繼續為本地和世界各地的疫情禱告。求主憐憫和醫治，也祈求
更多人能認識主耶穌。
感恩教會逐步恢復各樣實體聚會，大家能見面相交。求主保守，
我們也更珍惜能相聚的機會。
繼續求主帶領教會能藉網上平台，接觸更多信與未信主的人，
能將主耶穌的救恩和盼望，透過更多渠道，傳送到他們中間。
感謝主白田崇拜順利恢復，會眾對崇拜看重，亦重視當中的相
交，求主賜福白田的信徒，有一顆愛慕主的心。
記念 322 工程進入最後階段，求主賜穩定的天氣，及各樣物料
都能及時送抵 322，以致工程能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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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的座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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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的座前，我思想祢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祢。
《慈繩愛索》
(曲詞：鄧淑儀，版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來到祢的寶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祢配得一切榮耀尊貴，
祢是王掌管明天。來到祢施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
惟獨祢愛我天天不改變，奇妙救主我永屬祢。
* 慈繩愛索緊緊索引我，為我捨身背起我罪，
護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裏能得安穩。
我願一生竭力同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
徬徨人生不擔心，因有祢伴我行，靠着祢能走出黑暗。
[回應歌]

《唯有耶穌》
(曲/詞: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耶穌祢能使瞎眼看見，耶穌祢能醫治傷心人；
耶穌祢有權柄釋放，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 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唯有耶穌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蹟，耶穌無人與祢相比。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向至高者讚美》
（曲：Mary Kirkbride & Mary Lou Locke，詞：凌東成，版權:亞洲歸主協會香港分會）

「同心，皆向至高者讚美，頌讚主聖潔、誠實、無偽、正直。」x2
*耶穌是生命道路，最美善又完全，作世上磐石。
耶穌是生命道路，最美善又完全，主恩光照萬世。
《祢讓我生命改變》
(曲:陳芳榮，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1. 祢恩典豐富極深厚，每天保守，
每一刻供應是足夠，夜深和白晝。
頌讚祢，讓我生命改變，每刻在引牽。頌讚祢，
萬世千載不變，身心皆奉獻。
2. 祢施恩普世像天雨，傾福於世間，
細心的把我在看顧，關心無間。
憐憫我，讓我生命改變，愛心日倍添。願靠祢，
面對新的挑戰，身心皆奉獻。
[回應歌]

《以愛還愛》
（曲：何維健，詞：盧淑儀，版權：撒種音樂事工）

賜下祢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為祢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靠在祢身旁，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呼喊的，祢都親手撫摸，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
主祢當得敬拜讚美，祢恩典覆蓋這地，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祢起。
榮耀頌讚歸與祢，讚美祢關心親切細膩，
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

下午堂唱頌歌詞
《我要一心稱謝祢》
(曲:曾祥怡，詞: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要一心稱謝祢，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為祢慈愛和誠實稱讚祢名。
*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因祢慈愛永遠長存。
我雖行在困苦患難中，祢應許必將我救活。
我要歌頌耶和華作為，因祢的名大有榮耀。
我呼求時祢必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裡有能力。
Coda 祢必成全關乎我的事，祢必不離棄祢手所創造的。
《誰曾應許》
(曲/詞:盧永亨，版權:音樂 2000 有限公司)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 因祢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祢是我的高台，
我隨時幫助！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祢永在我心窩；
惟祢有永生江河，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神祢竟這般顧念我！
[回應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
(版權：靈糧詩選 241 首)

1.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煩？眼前一片黑暗朦朦？
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變更自由豐盛。
2.主已從死亡進入永生，我們當跟隨主不渝，
罪惡權勢不能再轄制，因靠主必得勝有餘。
3.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專心信靠萬事安穩；
快快傳揚祂全備救恩，使凡信者不至沉淪。
*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