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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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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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
箴言選讀：懶惰，上進，與工作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箴言 30:7-9
主席．．．．．．．．周彥均姊妹
敬拜隊．．．．．．．．The Flock

講員：王華燦牧師
主席：岑詠君傳道

司琴：藍曉恩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岑詠君傳道
讀經．．．．但以理書第 4 章．． 王華燦牧師
講道．．．．．至高者掌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崇拜暫停

2020 年 9 月 13 日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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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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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六晚(19/9)及主日(20/9)早上舉行培靈研經會，請信徒預備自己
在家中領受神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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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然 10 月 11 日已恢復實體崇拜，將會照常舉行家事分享會，請大家
預留時間出席。
5. 感謝信徒在這段時間奉獻支持馬島扶貧事工，所得奉獻本周起將會直
接交宣道差會轉交馬島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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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會(暫定)
若然恢復實體崇拜，將會照常舉行家事分享會，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
日期: 10 月 11 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00-3:00
地點: 三樓副堂
內容: A.明年事工分享及財政預算
B.本年財政簡報
C.322 拓建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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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月教會方向: 靈修禱告
1. 參與每天的讀經，試預先讀約書亞記全卷書或培靈研經會經文。
2. 收看 9 月 19-20 日培靈研經會直播。
3. 出席本堂 9-10 月期間一次的網上雙周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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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至高者掌權
經文：但以理書第 4 章
一. 經歷上帝，稱頌敬拜上帝 4:1-3

二. 惡夢提醒我們不再醉生夢死 4:4-18

三. 從高處滑下，謙卑悔改乃轉變契機

4:19-33

四. 要知道至高者在人間掌權 4:34-37

分享問題：
1. 尼布革尼撒王身處高位，經文說他在「平順」的宮殿中發惡夢，這給
你什麼提醒? 4:4
2. 這次王邀請所有哲士幫他解夢，結果反應如何? 聖經作者如何解釋為
何王再次找但以理解夢? 4:8
3. 尼布革尼撒王稱呼但以理為伯提沙撒，這跟王的信仰有何關係? (伯
提沙撒是巴比倫神的名字)
4. 但以理講解完這個夢後(夢不需要太深究)，他有給王解決方法嗎? 尼
布革尼撒王應如何避免這場災難呢? 4:26-27
5. 王的反應如何? 什麼原因他不聽但以理的勸告? 4:28-30
6. 王最終的結局如何? 這次他如何回應上帝?

崇拜唱頌歌詞
《讓我靈自由》
(靈糧詩選 17 首)

讓我靈自由，使我能敬拜祢，讓我靈自由，使我能讚美祢；
讓重擔卸下，使祢救恩流暢，讓我靈自由來敬拜祢。
《我歌頌祢》
(靈糧詩選 44 首）

1. 我歌頌祢，尊貴的主，藉祢恩典，把我救贖；
祢救贖我代價極重，我與天使向祢歌頌。
2. 我歌頌祢，縱淚滿襟，憂傷來臨，仍覺歡心；
因我回想救主恩典，使我歌唱快樂無邊。
3. 我歌頌祢，直到離世，不論在家，海洋陸地；
或經死亡進入永生，永永遠遠我歌頌祢。
＊ 我歌頌祢，尊貴的救主，用我口舌向祢謳歌，
我歌頌祢，永遠歌頌祢，因祢喜樂已充滿我。
[回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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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度

□
□

宣教 □

□
□
社會 □

□

教會 □
□
□

□

每周代禱欄 (9 月 13 日至 9 月 19 日)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領土：由以色列占領或控制的地區，包括約旦河西岸，
東耶路撒冷和加薩走廊，人口約 505 萬人，官方宗教為伊斯蘭
教，基督徒佔 5 萬人左右。兩地的基督徒夾在以巴衝突中間，
因為種族身份使他們受到以色列的限制，而信仰則使他們在穆
斯林主導的巴勒斯坦人社區裡成為少數族群。
禱告：
衝突得到和平解決，使地區穩定。
巴勒斯坦領土基督徒正急劇減少，祈求留下的基督徒能成為衝
突中的明光、向國人見證基督的使者，賜福他們與身邊的穆斯
林互動時能夠有勇氣和智慧。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有消
息馬島已超過 50%人感染新冠狀病毒，部份馬島的宣教士撤退工
場，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卻為了當地的信徒留守教會。
記念黃牧師及師母的留下，當地華人開始用一些通訊軟件作查
經聚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讓他們更加渇慕神的話。
求神保守慈惠工作及食物銀行服侍，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疫情下經濟大受打擊，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基層
生活愈來愈艱難。求主憐憫看顧，也興起更多信徒，身體力行
去與貧困者同行，作鹽作光。
教育局宣佈 9 月下旬開始分階段復課，求主引導眾學校老師、
職員，有智慧地安排各項復課事宜；又賜同學有好的適應，更
保護眾人不受感染。
教會聚會已暫停一段時間，求主幫助教會眾肢體，仍然能堅持
參與網上崇拜、禱祈會，尊主為大。
記念下主日舉行的培靈研經會，盼望信徒能預備自己領受上主
的說話。
記念 322 工程已進入最後階段，當中仍等待政府審批若干項目，
盼望能早日獲得審批並進行室內裝修工程，又求主保護工友工
作安全。
求主保守長者肢體，在隔離的日子仍能保持活力，身心靈都活
潑壯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