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2 月 7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直播)～～～～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2 月 6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來跟從耶穌
講員．．．．．．．．岑詠君傳道
經文．．．．．．．． 可 2:13-17
主席．．黃錦榮執事、王鎮平弟兄
司琴．．．．．．．．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
約拿與我(五):令人忿怒的憐憫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約拿書 4:5-11
主席．．．．．．．．張芷羚姊妹
敬拜隊．．．．．．．．． Shema

講員：王華燦牧師
主席：朱妙清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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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八章．． 王華燦牧師
講道．．．．驕陽總有落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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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7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2021 年 2 月 10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2 月 14 日(星期日)為農曆年初三，本堂仍安排直播崇拜，請信徒按時
進入教會網頁收看。另 2 月 13 日(星期六)青年直播崇拜暫停一次，
是日長者崇拜則照常安排錄播崇拜。
2. 2 月 11 日(星期四)為大除夕，是日辦公室下午 3 時暫停辦公，一切活
動暫停。
3. 2 月 12 日(星期五)至 2 月 15 日(星期一)為農曆新年公眾假期，本堂
一切活動暫停。
4. 因著有信徒近來考慮移民海外，歡迎與本堂教牧同工聯絡並留下聯絡
資料，本堂在可能範圍下提供支援，並為有關肢體禱告。
5. 感謝會眾過去一年一直透過網上銀行或銀行入數方式奉獻本堂，現奉
獻本堂除可用 WhatsApp 52633834 收據外，亦可使用 Signal 52633834
上傳入數收據、或截圖轉賬影像至本堂。


70 周年堂慶
「禱告@主前」
承傳使命 照耀黑暗
感謝主過去的 70 年，教會因著信徒領袖
的禱告守望，得以跨越暴風迎向 2021 堂
慶年。
走在時代的軌跡上，靈糧兒女因著跟隨主
的腳蹤，承傳上帝使命，走出安舒區，傳
揚主的福音，施行上帝的拯救，上帝就拓
展我們的壃界，將 322 賜給教會。為此，我們要宣告
上帝的榮耀得勝，要臨到九龍靈糧堂所有福音據點，
從近到遠，從南至北都要歌頌，讚美主的名！
盼望未報名參加的信徒一齊來參與，而已報名的參加
者，請每周按提供的禱文為教會禱告。詳細參考教會
的網頁。
願上帝施恩眷顧，讓九龍靈糧堂能夠在時代的軌道上屹立，繼續見証上帝
拯救世人的使命，真光照耀遍地！
歡迎信徒齊來參與，為教會 70 周年堂慶禱告，呈獻給主裊裊馨香祭！
報名獻上禱告日: https://forms.gle/rLArTv4NcYwt1rw59

網上雙周祈禱會 (ZOOM)
2 月份教會的雙周祈禱會仍會選用網上 ZOOM 進行，歡迎信徒到教會網頁
連結。
日期: 2 月 9 日(星期二)(網上 ZOOM 祈禱會)
時間: 晚上 9:00-10:00
內容: 敬拜禱告，為城市及教會守望。
註：參加者需開視像並請準時 9:00 到本堂網頁(www.kllc.org.hk) 按上
指定之連結。


關懷貧窮人事工
疫要開飯，三個月後…
(一杯涼水的祝福)
在新冠病毒持續擴散的疫情下，感謝神藉眾肢體支持去年的“疫要開
飯”物資分享運動。截至 2020 年 12 月總計收到現金捐贈超過 11 萬元。
因疫情嚴峻，我們在 9 月初將收到的
捐獻中，先將物資調撥約 10%分配予
難民事工，餘下的於 2020 年 10 月，
經過兩次外展出隊接觸土瓜灣及白
田社區後，我們便隨即開始「基層家
庭生活支援計劃」，支援家庭成員就
業不足或失業者，連續 3 個月送出油、米、搓手液、飯券及超市券。是
次計劃共約 30 個貧乏家庭受惠，祝福了近 100 人。神亦祝福當中的福音
工作，令部份家庭對福音態度開放。
疫情下的聖誕節，我們亦轉贈了部分超市券支持同心圓關懷社區行動，
此外，又特別送出西餅券予家庭及小禮物給兒童，讓我們所接觸的眾家
庭經歷主耶穌的愛；未來的農曆年我們亦已為每個家庭預備了“利是”
一封，盼望他們在困境中仍能歡度新春。
2021 年 2 月，我們會繼續將收得的金錢捐獻，全數撥作支援基層家庭的
生活，對仍在水深火熱中的家庭，展開第二階段的支持計劃。
「憐憫貧窮
的，就是借給耶和華」（箴言十九 17）。鼓勵活在恩典中的你我，以上帝
的憐憫慈愛，藉禱告或金錢，繼續支持“疫要開飯”與貧困者同行！

2021 年基教部春季(1-3 月)課程簡介
2021 年基教部的春季(1-3 月)課程因受疫情影響，將以 Zoom 的形式進
行，稍後導師會聯絡參加者，如有疑問可向辦公室查詢。
課程

日期

時間

導師

成長課程(二)：認識教會

3/3 至

晚

截止：21/2/2021

31/3(三)

7:45-9:15

周國蘭傳道

註：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手續，請參考教會網頁。


崇拜安排
崇拜類別

播放方式

時間

一般主日崇拜

網上直播

主日上午 10:45

青年崇拜

網上直播

周六下午 4:00

長者崇拜

錄播

周六全日收看

備註

到教會網頁收看

註: 以上安排將因應疫症情況修訂執行，請會眾致電本堂 23361696 查詢
或到本堂網頁 www.kllc.org.hk 留意最新修訂。


兩年讀完聖經
為鼓勵會眾讀經，每天讀 2 章聖經，務求 2 年內讀完全本聖經一次，計
劃歡迎隨時中途加入，所需時間會順延。
2021 年 2 月: 腓利門書(1)、雅各書(1-5 章)、利未記(1-27 章)、詩篇
(11-20)、雅歌(1-8)


安息禮拜公告
劉瑞芳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2 月 10 日（星期三）早上 10：30 在世
界殯儀館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劉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
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驕陽總有落山時
經文：但以理書第八章
一. 沒有永遠的帝國，驕陽總有落山時(8:4-7)

二. 敵擋神必遭審判，非人因手滅亡 (8:10-12,23-25)

三. 邪惡與苦難的日子，都在神的數算中 (8:13-14,26-27)

四. 明白異象的限制，願謙卑與人同行 (8:1-2;16-18;26-27)

回應問題：
1.

異象中經文對列國之興亡，用了象徵的方式表達，讀了這些異象，
你認為與你可以有什麼關係? 對你的生命又會有何提醒?

2.

經文如何描述敵擋神的小角? 你對「非人手所滅」這樣的結果有何
反應?

3.

但以理見到異象身體何以有這樣大的反應? 這對我們明白神有什麼
啟廸?

早堂唱頌歌詞

《每個新的早晨》
(靈糧詩選 451 首)

新！每個新的早晨，神對我奇妙的愛更加倍新鮮！
新！每個新的早晨，神對我深厚憐憫更加倍新鮮！
祂的信實廣大，祂的愛恒長，祂的救贖偉大，從高天賜下，
新！每個新的早晨，十字架奇妙的愛更加倍新鮮！
新！每個新的早晨，保惠師澆灌恩典更加倍新鮮！
每日祂賜力量，引導我路途，只要我等候祂，住在祂裏面，
新！每個新的早晨，神對我深厚憐憫更加倍新鮮！
《如此認識我》
(曲: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1.誰像祢如此認識我？在我四周前後環繞我。
我奔跑、我躺臥、我坐下、我起來，全部祢也細察清楚。
2.年月有如閃電飛過，但祢的手從未離開過。
看春光、看艷陽、看落葉、看冰河，祢右手總晝夜扶持著我！
* 我在地上年日祢已經數算過，祢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麼多；
我在地極與天涯，仍舊看顧著我，這高深的愛可測得透麼？
3.迎面障礙雖避不過，但我有主同在能衝破。
有北風、有巨浪、有禍患、有艱難，我藏身主蔭下昂然步過。
[回應詩]

《從亙古到永遠》（詞/曲: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傳播處）

1.主啊，祢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祢的寶座從太初立定，
亙古就有，祢以威嚴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
2.主啊，祢榮耀國度在我們的中間，祢的旨意滿有智慧，
必要成就，祢信實不改變，應許永不落空，掌權到萬代，不能震動。
* 我敬拜尊崇祢聖名，將榮耀歸祢，祢永遠常存，權柄永存無極。
唯祢是真神，是活神，是再來君王。
喔！主祢的國度，從亙古到永遠。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2 月 7 日至 2 月 13 日)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巴基斯坦國民中賈特人是旁遮普族分支之一，在英國入侵旁遮普地
區後，賈特人被編入英印軍隊，在巴基斯坦有 3,200 萬人，而在巴
基斯坦內的賈特人都是穆斯林。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後，賈特人成
為新國度的主要民族之一，掌握巴基斯坦軍政崗位。
禱告：
求神差遣基督使者來到巴基斯坦賈特人身邊，帶著聖靈大能，將賈
特人的心意奪回，歸給耶穌。
求神使賈特人在聖靈光照中，意識到自己的罪性、軟弱，只有神的
羔羊耶穌基督，能赦罪、拯救他們的生命。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馬島南部
賑災行動中看見神豐富供應，感動了很多教會、肢體奉献，他們雖
然仍在疫情患難中，還願意學習彼此切實相愛，格外顯出他們樂捐
的愛心。分享是很有力見証，見証神是愛，大大感動了當地飢民。
感恩他們終可於二月份租用一所公立學校作為轉化貧民區的教育
計劃，區內有 250 位文盲:兒童 80 位，青少年 75 位，成人 95 位，
求主賜下智慧給他們去編寫不同年齡層的識字班教材。
機場第三跑道地盤爆群組，現累計至 20 人以上確診。有專家認
為地盤等工地是醞釀傳播病毒的地點，有機會透過工人帶到社
區，政府應考慮改變檢測的策略。我們一方面為當局能聽取專
家的意見，更有智慧調整策略；另一方面為地盤等工地的工友
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的健康。
香港出現疫情至今已一年，唯目前疫情仍未能受控，求主憐憫，
尤其看顧年老的、體弱多病的，免受感染；更求主特別記念在
院舍住宿的老人家，他們或會因家人未能前往探望而倍感孤
單，求主安慰﹗
感謝主藉「疫要開飯」事工讓教會接觸了不少基層家庭，透過
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和參與，讓我們一同學習與貧困者同行。
願主感動受助的家庭，引領他們在困乏中經歷主的眷愛，得著
全人的福音。
請為本堂幼稚幼兒園因參與政府的資助計劃帶來不少適應禱
告，求主給各校董有智慧去安排各項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