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6 日
主日崇拜(直播)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直播)～～～～～～ 上午十一時正

2020 年 9 月 5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下午二時正
崇拜暫停

青年崇拜(直播) ～ 下午四時正

講員：周國蘭傳道
主席：陳曉彥弟兄

司琴：高民惠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篇 121 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宇宙最強．．．．．．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周國蘭傳道
祝福．．．．．．．．．．．．． 王華燦牧師

講題．．．．．．．你的信救了你
講員．．．．．．．．王華燦牧師
經文．．．．．．．．．可 10:46-52
主席．．．．．．．．楊毅昇弟兄
敬拜隊．．．．．．．．Followers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2020 年 9 月 6 日主日崇拜

崇拜暫停

白田福音中心～～ 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2020 年 9 月 9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有關外來講員不設網上講道重溫，一般情況主日當晚會把講道下架，
亦會依據講員指引有可能會講道後即時下架，未能照顧個別信徒之需
要請見諒。
2. 在疫情期間，鼓勵信徒選用銀行轉賬或電子網上銀行轉賬方式奉獻。
3. 因著政府已放寬中小學部份的復課，若取消限聚令及疫情減輕，本堂
將因應實況考慮恢復實體崇拜。若有進一步消息會盡早公佈，請會眾
留意教會網頁發放最新消息。


培靈研經會(直播)
感謝主！9 月 19-20 日培靈研經會邀請到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教授黃嘉
樑博士主領，是次將安排直播聚會，請信徒預備自己安坐家中一起收看，
有關安排大概如下:

主題：《一條未走過的路》
9 月 19 日(星期六) 晚上
7:30

敬拜

7:40

第一講：回應呼召，起來越過（書一 1~9）
小休

8:30

第二講：認清身份，堅持使命（書五 1~15）
9 月 20 日(星期日) 早上崇拜

11:00

敬拜

11:10

第三講：盤算數點，顛覆現實（書十三 1~7）
小休

12:00

第四講：回顧展望，決意事主（書二十四 1~28）

（註: 是次聚會每講完結後會即時下架，不作講道重播安排。）

呼籲奉獻「疫情下支援馬島關懷貧窮事工」
得悉非洲馬達加斯加疫情非常嚴重，該地居民基本食物都缺乏，本堂宣
教士黃聲鋒牧師夫婦現正關懷周圍因疫情下而面對失業及極貧窮的朋
友，本堂將會在本堂關懷貧窮事工中撥出港幣 5 萬元予以支援，本堂現
呼籲信徒為馬島情況禱告及金錢上奉獻，信徒奉獻請註明「馬島」便可。


疫要開飯收入
疫要開飯截至 30/8 收得奉獻現金 1,200 元，支票 1,500 元及轉數快 47,391
元，合共 50,091 元。另，收到超市禮券總值 1,740 元，其他快餐券總值
3270 元，西餅券 2 張及月餅券 4 張。請有感動關懷貧困人士的信徒，繼
續支持捐贈，所得奉獻及禮券將用作關懷基層家庭及支援有需要的貧困
家庭。截止日期：31/10/2020。


疫境同行
新冠病毒爆發至今持續超過半年，面對疫情肆虐，我們鼓勵信徒將此期
間一些個人的見証、故事、經歷、感恩等投稿至「疫境同行」
。見証分享
將會放上教會網頁，讓彼此分享能成為眾信徒的激勵。若已投稿的，相
信上帝已使用造就信徒的生命；尚未投稿的，也鼓勵大家投稿分享經歷
上帝的恩典。
信徒可將分享電郵教會：chau@kllc.org.hk 或 WhatsApp 與本堂同工(只
收電子版，不收實體文字)。分享字數在 100-1000 字內，亦可選用不記
名方式，本堂將按內容的適切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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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讀經進度：撒上(1-31)、撒下(1-24)


安息禮拜公告
廖觀球弟兄已安息主懷，並於 9 月 12 日(六)早上 10:30 在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國際禮拜堂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廖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
記念，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講道大綱

周國蘭傳道

講題：宇宙最強
經文：詩篇 121 篇
一. 勝過患難的能力 謙卑仰望(121:1-2)

二. 勝過仇敵的能力 信心依靠(121:3-6)

三. 勝過世界的能力 盼望持守(121:7-8)

分享問題：
1. 面對世紀疫病、社會動盪、經濟危機、工作壓力及不可知的將來，你
有情緒困擾、恐懼不安嗎？你如何面對？
2. 面對極大的困難、挫折、灰心、恐懼，你有因投靠上帝而得幫助嗎？
請分享。
3. 面對邪惡的世界，你如何分辨誰是你的敵人？誰是幫助你的？你如何
更能認識神呢？

崇拜唱頌歌詞
《耶穌祢已得勝》
(曲、詞：天韻有聲出版社；版權：天韻有聲出版社)

這世上的苦難，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
人們相聚離散，有沒有一種約定，永遠不更改？
誰能告訴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時空的祝福，永遠的愛？
耶穌祢勝過了世界，勝過了死亡，勝過了黑暗的權勢，坐在父右邊。
世界的亮光，榮耀的君王。耶穌，無罪的羔羊，為我走上十字架。
《唯有耶穌》
(曲、詞:曾祥怡 Gr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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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歌]

《耶和華祢是我的神》
(曲、詞：葛兆昕；版權：讚美之泉)

耶和華祢是我的神，我要時時稱頌祢的名。
祢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縱然仇敵圍繞攻擊我，在祢懷中必不怕遭害。
祢是我的神，我所倚靠的，祢同在使我全然得勝。


國度

□

□
宣教 □

□
□

社會 □

教會 □
□

□

每周代禱欄 (9 月 6 日至 9 月 12 日)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是一個位於東南亞的國家，人口約 3,200 萬人，官方
宗教為伊斯蘭教，國內其他宗教有佛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
印度教、錫克教等。在馬來西亞向馬來人傳福音是犯法的，法
律規定馬來人不能改教，生來只有做穆斯林的選項。基督徒（華
人和原住民）每天看著龐大的未得之民就在身邊，卻無法越雷
池一步；隱匿的宣教士們，更冒著很大的危險和壓力從事穆宣
工作。
禱告：
懇求聖靈的大能澆灌馬來群體，打破伊斯蘭信仰的禁錮，藉由
異象異夢各種方式向馬來人啟示基督，
『救他們脫離一切黑暗的
權勢，把他們遷到神愛子的國裡。』
為他們身邊的宣教士身心靈及事奉禱告，工人數目雖然杯水車
薪，願他們在神手中如五餅二魚掰開，餵飽許多人。
禱告記念新先生完成了身體檢查後，因為膽固醇過高要開始吃
藥控制及調整飲食。新太太的腰痛和坐骨神經痛有些微好轉，
現正繼續治療，及持續做運動，期待可以完全康復。
感恩新寶寶轉去恩典學校讀 K3 並能夠順利開學，班裡女孩子比
較少，盼望她能很快適應新的學校、老師和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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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記念他們在老家的家人們，
能早日相信主。
疫情持續，未能完全受控，經濟受打擊，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響，而且愈來愈多商店因為捱不住而結業。我們看見
很多空置待租的舖位，市面顯得蕭條。我們繼續禱告天父，使
政府更有智慧，市民更加自律，以致疫情早日受控，好讓各行
各業漸漸復甦。
求主賜下信息，使用培靈會的講員黃嘉樑博士，讓我們在風雨
飄搖的時代得著鼓勵，靠主去走前面未走過的路。
教會由年頭至今共舉行了近 40 個安息禮，當中有長者牧區的長
者，或弟兄姊妹的家人。求主憐憫，以祂的恩言安慰哀傷的家
庭，提醒捉緊主的應許。我們又學習與哀傷者同行，彼此扶持。
求主加同工能力，又保護同工的身心靈都有健康，不致受感染。
記念 322 部份工程將會有很多設計上之考慮，求主給與我們有
屬神的眼光看事物，尊主為大，並仰望主的帶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