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2 月 14 日
新春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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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新年願望
講員．．．．．．．．簡民基牧師
經文．．．．．．．．詩篇 117 篇
主席．．簡民基牧師、莊燕玲姊妹
司琴．．．．．．．．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蔚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約拿書 3:10,4:1-5．． 曹錦能傳道
講道．約拿與我(四):我們與暴力的距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2021 年 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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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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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牧區小組若需同工協助透過視像 ZOOM 或 WEBEX 方式開組，請與同
工聯絡。
2. 2 月 15 日(星期一)為農曆新年公眾假期，本堂一切活動暫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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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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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恒生銀行帳號 285-1-113759，英文名稱為 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imited ，現奉獻本堂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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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簡報
感謝信徒過往一年繼續支持 322 的拓建，本月尾或三月初政府有關部門
將有可能批出入伙紙，入伙紙批出後，我們便進入室內裝修工程，裝修
工程費用約為 1500 萬，工程日期預算 4 個月時間完成，我們盼望向銀行
的按揭借貸盡量減低，目標是 5 千萬以下 (目前已向銀行按揭貸款 1000
萬，未來還需借貸約 3500 萬)。
我們盼望本年 70 周年堂慶能舉行獻堂禮，藉此表達對神的感恩與獻呈，
請會眾繼續禱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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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到教會網頁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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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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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課程(二)：認識教會
截止：21/2/2021

日期

時間

導師

3/3 至
31/3(三)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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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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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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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我們的疆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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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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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形式
信仰探索班 每月第二及 下午 2:00-3:30 Zoom 視像課程
第四個主日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報名：請向鄧惠玲傳道查詢及報名(2336 1696)

截止日期
不適用



安息禮拜公告
何嚴愛弟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2 月 18 日（星期四）早上 11：00 在
薄扶林基督教禮堂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嚴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
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祢真偉大》

早堂唱頌歌詞

(靈糧詩選 19 首)

1.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工，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澈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阿，你真偉大。
副歌：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從早晨到夜晚》
(曲:游智婷，詞:鄭懋柔，版權:讚美之泉)

1. 早晨我睜開眼睛，渴望聆聽祢聲音，
心中思想祢的好，更多與祢來親近。
2. 夜晚我仍要歌唱，向祢闡明我心意，
敬拜化成一首歌，單單要唱給祢聽。
* 從早晨到夜晚，從曠野到高山，
親愛主，我要稱頌祢美名，
從早晨到夜晚，祢愛永不止息，
Bridge 親愛主，一生緊緊跟隨你。
我的主，我愛祢，我要誇祢的愛無止盡，
我的主，我愛祢，我要誇祢的愛無止盡。
[回應詩]
《潔淨我》（生命聖詩 441）
1. 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求主今試驗，知道我意念；
若在我心隱藏罪惡念頭，求主洗去不義，使我自由。
2. 讚美我主，將我罪過洗清，願主的真道，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焚盡以往羞情，我今所求所望榮耀主名。
3. 懇求我主，使我完全歸你，願在我心裡，充滿你愛意；
管理我心不再驕傲自私，我今奉獻所有，永居主裡。
4. 懇求聖靈，賜下真正復興，首先復興我，潔淨我心靈；
主已應許使我靈性豐足，我今謙卑懇求賜下恩福。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約拿與我(四):我們與暴力的距離
經文：約拿書 3:10,4:1-5
一. 神差派一個必定失敗的任務

二. 神的後悔，令人忿怒

三. 我們與暴力的距離

回應問題：
1.

你回望整卷約拿書，你認同約拿的激烈反應嗎？為什麼？

2.

神何時作過一些事，或不作一些事，令你非常不滿？可分享嗎？或
記錄下來。

3.

我們活在暴力的世界。是否同意你我都或多或少傾向接受暴力？若
不同意，你見到暴力發生時，有何反應？

4.

以憐憫寬恕去面對暴力，可行嗎？怎樣開始？神的教導在現今仍有
效用嗎？


國度

每周代禱欄 (2 月 14 日至 2 月 20 日)



印度共和國
印度的西孟加拉邦與鄰國孟加拉國有大量的巴格迪人居住，人口大
約 290 萬。巴格迪人以釣魚為主要的謀生方式，信仰混合印度教與
祖先崇拜、泛靈信仰，他們相信自然界都有各種神靈，要用儀式、
獻祭來討好這些靈，否則就會有災禍降臨。
禱告：
□ 求神釋放巴格迪人脫離對邪靈的恐懼，使他們在全能的父、創造的
主裡面找到真平安。
□ 求神向巴格迪人啟示祂的榮耀、能力及恩慈，差派有教導恩賜的基
督僕人善用口傳、影音的方式，教導巴格迪人清楚明白真理，幫助
他們認識統管宇宙萬有的全能神。

宣教 □ 禱告記念梁志韜牧師夫婦的事工，繼續為梁師母的身體禱告，求主
憐憫和醫治。
□ 繼續為韓國及世界各國面對疫情禱告，求主在新一年賜下更多恩典
和平安，各地染病的人能夠完全康復，疫苗能發揮功效。
□ 為志韜和潔瑩未信主的家人禱告（志韜大哥一家；潔瑩母親、姊姊
一家及三弟一家）
，求主感動他們早日回轉。
職場 □ 受疫情影響，海味業的生意因為少了內地客源及本地酒樓訂貨
量大副減少而慘淡。雖然因為近日不少市民都會購買海味「過
年」
，生意額有所提升，但以整年計仍有虧損，更擔心在「過年」
後會有結業潮。我們為此禱告，記念業界經營上的困難；祈求
疫情早日受控，市道逐漸有改善。
社會 □ 為醫護人員禱告，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心靈，每天平安往返醫
院和家庭。又求主保守他們有足夠的抵抗力免受感染。
教會 □ 請為 322 本月有可能批出入伙紙禱告，求主引導過程順利，好
叫我們能開展下一輪裝修工程。
□ 在沒有實體聚會的日子，我們要堅持讀經、禱告、靈修實在不
易，求主的愛吸引我們，幫助我們每天與祂親近，以致我們有
力面對各樣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