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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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祢以恩典為年歲冠冕
講員．．．．．．．．王華燦牧師
經文．．．．．．．． 詩篇 65 篇
主席．．伍惠香姊妹、黃潔萍姊妹
司琴．．．．．．．．許美群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走佬僕人
講員．．．．．．．．梁桂霞傳道
經文．．．．．．． 王上 19:1-19
主席．．．．．．．．李熬霜姊妹
敬拜隊．．．．．．．The Bridge

講員：岑詠君傳道
主席：劉崇達弟兄

司琴：鄧玉玲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可 2:13-17．．． 岑詠君傳道
講道．．．．．來跟從耶穌．．．．．．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岑詠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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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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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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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27-28/2)崇拜為差傳主日，我們已在本堂網頁預備了「網上
差傳回應表」，歡迎會眾參與並在禱告及奉獻上支持本堂差傳事工。
2. 本港疫情有緩和跡象，若然政府容許恢復宗教聚集，本堂將盡早恢復
實體崇拜，唯必須按照防疫指引進行，請會眾留意本堂網頁公佈。
3. 各牧區小組若需同工協助透過視像會議 ZOOM 或 WEBEX 方式開組，請
與同工聯絡；同工可教大家怎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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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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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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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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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九龍靈糧堂@70 周年堂慶
「一步一腳印
」
漫長的 70 年，神透過一眾弟兄姊妹，在九龍靈糧堂留下豐富又佳美的足
跡，深信未來亦會繼續延展。
現誠邀弟兄姊妹透過以下任何一種形式，選取最適切您的題目，來分享
您個人在教會曾走過的足跡，或未來想留下的足印。
表達形式包括：
1.
2.
3.
4.

相片（1-2 張）
文字投稿（約 800-1000 字）
詩歌創作（創作一首不多於 4 分鐘，連影片製作）
畫作（任何形式，如掃描、水彩畫、四格漫畫等等，有需要可附以不
超過 50 字解說）

主題方向建議（四選一）：
1. 我在九龍靈糧堂留下的足跡
特別是過去曾參與福音性事工的您，鼓勵您精心挑選 1-2 張相片，並
配以不多於 50 字的描述，與我們細說您走過的足跡。
建議形式：相片或投稿。
2. 我眼中的九龍靈糧堂是……
九龍靈糧堂對您來說是什麼呢？您會怎樣描述九龍靈糧堂在您生命中
的角色？與我們分享您獨特的故事。
建議形式：投稿或畫作分享。
3. 未來 5 年，我盼望為主去……
您願意自己怎樣傳承福音的棒？您期盼自己如何為主奔跑未來五年的
路？與我們分享，讓我們成為您的陪跑員。
建議形式：投稿、詩歌或畫作分享。
4. 未來 5 年，我盼望九龍靈糧堂會……
您對教會有什麼期待？您盼望上帝如何在未來五年使用九龍靈糧堂？
請與我們分享您的祈盼﹗
建議形式：投稿、詩歌或畫作分享。

各作品注意事項：
相片：以電子相片形式上載，像素要求最少 2MB。如家中沒有掃瞄器，可
直接遞交照片到教會，經掃瞄後退回。故必需注明遞交者聯絡資料。
文字投稿：以文字檔案上載。文字稿件會刊登於《家箋堂慶年特刊》內、
並上載到教會網頁以供弟兄姊妹瀏覽
詩歌創作：影片將會於教會網頁、教會 Facebook 專頁發放
畫作：先將畫作拍照上載。實物可直接遞交到教會，經拍
照或展示後會退回。故必需注明遞交者聯絡資料。
最後截止日期：6 月 30 日(三)
提交方法：可先壓縮，再上載至 https://forms.gle/BRdfKMeSCtQQL45j7
＊所有作品，會逐一按主題需要而作出選取並展示，堂慶委員將按實際情
況選取作品，如未能採用請見諒。
詳情可致電教會辦公室向梁桂霞傳道及李懷蓉傳道查詢（2336 1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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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課程(二)：認識教會

3/3 至

晚

截止：最後今日

31/3(三)

7:45-9:15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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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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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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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陳華新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2 月 25 日（星期四）早上 12：00 在鑽
石山殯儀館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陳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
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早堂唱頌歌詞

《全地當來向主歌唱》
(曲: Miles & Kari Kahaloa，譯詞:以琳書房，版權:以琳書房)

全地當來向主歌唱，天天來傳揚祂的救恩，
祂奇妙作為何等榮耀，願全地向祂歌唱。
* 因祂本為大，滿有尊貴、能力，
歡欣，歡欣，主，我神已作王。
《我願觸動你心弦》
(曲/詞:施弘美，版權:讚美之泉)

每當我來到主祢寶座前，我心我靈向祢俯伏敬拜，
再次將主權交託全能神，懇求祢心意向我顯明。
* 我願觸動祢心弦，全心討祢喜悅，
我要舉起雙手，降服於祢，貼近祢的胸懷。
我願觸動祢心弦，全心討祢喜悅，
我主我的神，求奪我心意完全屬於祢。
[回應詩]

《以愛還愛》
（曲:何維健，詞:盧淑儀，編:王建威，版權:撒種音樂事工）

賜下你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為你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靠在你身旁，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呼喊的，你都親手撫摸，
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
* 主你當得敬拜讚美，你恩典覆蓋這地，
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你起，
榮耀頌讚歸與你讚美，你關心親切細膩，
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

講道大綱

岑詠君傳道

講題：來跟從耶穌
經文：可 2:13-17
一. 當時的人鄙視罪人(2:14-16)

二. 耶穌主動呼喚罪人跟從祂 (2:14)

三. 耶穌接納罪人 (2:15-17)

回應問題：
1.

何謂罪人？何謂義人？耶穌和法利賽人的看法有甚麼不同？

2.

試回想信主之前，當我們仍在罪中時，耶穌是如何呼喚和接納我們？

3.

我們可如何令身邊的人感受到耶穌的愛？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每周代禱欄 (2 月 21 日至 2 月 27 日)



緬甸聯邦共和國
緬甸是東南亞國家，人口約 5,567 萬，首都為奈比多，2005 年以
前設於最大城市仰光。89％的緬甸人信仰上座部佛教，5％的緬甸
人信仰原始宗教，其他則是信仰漢傳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新教、
天主教、印度教等等。緬甸於今年二月初，軍政府逮捕國務資政兼
外長及多名高級官員，並接管政府，變天消息震驚國際社會，全國
人心惶恐。
禱告：
為緬甸局勢、國家、人民祈禱，求神保守當地同工和山區的弟兄姊
妹安全，祈求神介入掌權政變軍政府 的暴動改革，歸還人民真正
自由平安。
宣教的工作也因目前狀況被中斷，求神保守看顧緬甸人民、各地福
音工作。
禱告記念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夫婦身體的不適，Kat 常胃酸過多
引至胃部不適，Wai 又開始咳，求主保守他們晚間的睡眠；及記念
確診的巴西國際同工夫婦，求大能的主憐憫醫治他們眾人，早日康
復。
禱告記念 Kat 服侍的兩間診所的同工很多都不戴口罩，雖然已送給
他們口罩及消毒酒精。求主賜 Kat 耐性，努力去勸導他們提高病毒
的預防；記念工場的疫情，求主賜總統及有關部門有能力處理疫
症。此外，本地人能合作，減少聚集，減少社區感染的爆發。
車子最近常在駕駛時引擎突然停止運作，求主保守修車順利，能完
全回復正常。
家庭是婦女事奉主的地方，在農曆新年期間最忙碌的應該是她
們了。尤其全職家庭主婦更是年中無休，她們每天安排家中各
人的起居飲食，並同時打理家務、照顧小孩子是很辛勞的。我
們要予以欣賞，並為她們禱告 - 求主施恩給她們，願她們有健
康的身心靈。在疫情期間，又願主保守她們出入街市的時候平
安。
疫情有緩和跡象，求主叫各人都能忍耐，做好防疫措施，以致
疫情能遏止，各行各業亦能恢復，叫失業的人數減少。
本月將會驗收 322 大樓，求主給建築師在過程中有智慧，能及
早發現問題並修正可能出現的缺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