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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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
為什麼我們要為未得之民禱告呢?
講員．．．．．．．．畢姚芬牧師
經文．．．．．．．． 弗 6:18-20
主席．．劉崇達執事、楊美娟姊妹
司琴．．．．．．．．王惠明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Love,Peace,Respect
講員．．．．．．．．周翠珊傳道
經文．．．．．．．． 弗二 11-22
主席．．．．．．．．楊家泳姊妹
敬拜隊．．．．．．．．Emmanuel

2021 年 2 月 28 日主日崇拜

講員：熊文傑牧師
主席：簡民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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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下卅四 1-8,14-21,29-33;卅五 16-27
．．．．．王華燦牧師
講道．．．．．一生不枉過．．．．．． 講員
回應詩．．．．．．．．．．．． 簡民基牧師
三一頌及祝福．．．．．．．．． 簡民基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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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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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日是差傳主日，感謝主有本堂宣教士熊文傑牧師到來講道，願主
親自報答。
2. 2021 年差傳財政預算為 2,235,920.00，本堂網頁已預備了「網上差
傳回應表」，歡迎會眾填寫回應表、並在禱告及奉獻上支持本堂差傳
事工。另外，差傳特刊已有網上版，歡迎會眾到教會網頁閱覽。
https://kllc.org.hk/news_details?pkey=36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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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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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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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詩篇(21-30)、但以理書(1-12)、希伯來書(1-13)、何西阿
書(1-14)


安息禮拜公告
陳黃興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3 月 6 日（星期六）早上 10：00 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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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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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1-2 張）
2. 文字投稿（約 800-1000 字）
3. 詩歌創作（創作一首不多於 4 分鐘，連影片製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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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方法：上載至 https://forms.gle/BRdfKMeSCtQQL45j7
最後截止日期：6 月 30 日(三)
＊所有作品，會逐一按主題需要而作出選取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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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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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熊文傑牧師

講題：一生不枉過
經文：歷代志下三十四 1-8;14-21;29-33；三十五 16-27
一. 不受環境的影響，對神的專一尋求……有沒有堅持到底的心？
(三十四 1-8)
 在極壞的年代與處境中，神仍興起人去專心尋求祂

二. 對神話語的心，有何反應？……有沒有體貼神的心？
(三十四 14-21;29-33)
 "Hearing God in your heart, seeing God in all things."

三. 縱使不完美的結局，但......有不枉過的人生
(三十五 16-27)
 宣教的人生亦然，不是在一件事上去決定一個宣教士是好或不
好，亦不需要為到人結局去下定論

早堂唱頌歌詞

《全地齊讚頌》
(曲：Herry Smith，詞：凌東成，版權: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讚美天父我多愛祢，高舉主的聖名於這世上，
願祢百姓說出天父祢作為，常用讚美建築上帝的國。
*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過去現在未來，真光照耀，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照遍永恆萬世。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版權:以琳書房)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萬民都要來讚美主，
敬拜耶和華唱詩來向祂歡呼，讚美耶和華萬民都快樂歡呼。
* 敬拜讚美耶和華，凡有氣息都要讚美祂，
敬拜耶和華，讚美耶和華，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祂，
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祂。
《我們是祢的百姓》
(版權:以琳書房)

我們屬於祢，都是祢的百姓，我們正呼求祢，
宣揚祢的聖名；在這黑暗的世代，祢召我們發光；
當我們尋求祢面，主啊，顯祢大能！
* 建立祢教會，來醫治這地，願祢國度降臨。
建立祢教會，來醫治這地，願祢旨意成全。
[回應詩]

《有神同往》
（曲/詞:龔振江，版權:建道神學院新你呈敬拜隊）

為什麼？你竟親近我？在昏暗盡頭觸摸我。
生命困苦，心靈乾渴，是你膀臂仍然在掌舵。
為什麼？你竟選擇我？願擺上性命來改寫我。
天地之間，有你成為幫助，興起我，有力再高歌。
* 也許天色未應許常藍，挫折也不短暫，
但路上有神同往， 未怕失意孤單。
我知主恩定天天伴隨，教我再不憂慮，
踏著步與神同往， 像鷹展翅今奔往窄路去。
Coda 願盡力與神同往，
在一生裡委身，不往後退。


國度

每周代禱欄 (2 月 28 日至 3 月 6 日)



迦納共和國
迦納是非洲西部的一個國家、幾內亞灣北岸，西鄰象牙海岸，北接
布吉納法索，東毗多哥，南瀕大西洋，人口大約 2,981 萬。迦納全
國居民 69%信奉基督教，15.6%信奉伊斯蘭教，8.5%信奉傳統宗教。
豪薩族是西非最大族群，迦納的豪薩族大多聚居在迦納北部首府塔
馬利，主要信奉伊斯蘭教，但當中混雜精靈崇拜。
禱告：
□ 求主差派工人到豪薩族群中間分享祂的愛，堅固、鼓勵和保護那極
少數的歸主者。
□ 求主興起代禱者站在破口為他們禱告，求聖靈開啟豪薩族人民對基
督徒接納的心，以致福音能臨到他們。

宣教 □ 禱告記念新先生本來肩周炎的左手已康復，但另一邊右肩膀又開始
疼痛了；記念新寶寶因疫情突然急轉直下，開始轉為網上和家庭教
學，求主加能力適應和安排好時間，盼望天父眷顧保護。
□ 禱告記念透過「撒種工程」
，感恩更多卡族朋友發信息給新先生團
隊，包括奧卡、托恩、舒娜、阿達、他蘭、努爾和阿曼，盼望他們
願意進一步接觸新先生團隊轉介給他們的朋友。記念這些朋友尋求
到天父與真理。
□ 記念新先生、新太太一家尋求未來兩年的任期，有更清晰的方向，
賜他們順服和信靠的心。
職場 □ 我們已抗疫超過一年，站在前線的，不僅有醫護，更有一班為
數不少的清潔工人。然而，他們在高風險、防護不足的情況下
工作，連用膳和休息的地方也不理想，更接連有外判清潔工染
疫。讓我們禱告記念他們，也求主感動僱主(包括政府)重視員
工的需要，加強對他們的保障。
社會 □ 近日已開始有新冠肺炎疫苗到港。願主使用疫苗接種，令市民
集體抗疫能力增加，市民可恢復正常生活節奏。
教會 □ 為白田信徒的信心禱告，經過多月暫停聚會，求主堅固眾人的
心，對主能信靠。

2021 年差傳回應表 — 請在下面
1

我願意為以下宣教士禱告
(每年更新，需重新登記才獲宣教士代禱消息)

 (a)黃聲鋒、郭志茜宣教士伉儷 (馬達加斯加)
 (b)熊文傑、周翠珊宣教士伉儷 (非洲迦納)
 (c)彼得、佑寧宣教士伉儷 (亞洲)
 (d)新天地宣教士伉儷 (創啟地區)
 (e)梁志韜、沈潔瑩宣教士伉儷一家 (南韓)
 (f)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伉儷 (非洲塞內加爾)
 (g)麥子、鴿子夫婦（中亞）

2

 我願意在 2021 年內為差傳信心認獻:
每月$

或 每年合共$

3

 未來若有短宣舉辦，我會考慮參加

4

 我會參與差傳祈禱會

5

 我會更多認識差傳：如修讀有關差傳課程/閱讀書籍

6

 我有感動宣教，預備自己作宣教士，請與我聯絡

姓名:

電話:

電郵:

小組:

2021 年差傳總預算約港幣：2,235,920.00
**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39 3097 或電郵：mission@kllc.org.hk

2021 年差傳事工財政預算
項目
宣教士支持
馬達加斯加 - 黃聲鋒、郭志茜宣教士伉儷
南、亞 - 彼得、佑寧宣教士伉儷
非洲 - 熊文傑、周翠珊宣教士伉儷
創啟地區 - 新天地夫婦
南韓 - 梁志韜、沈潔瑩宣教士伉儷
非洲 - 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伉儷
中亞 - 麥子夫婦
後備 5%

A

HKD
356,160.00
240,000.00
252,000.00
336,000.00
120,000.00
78,000.00
96,000.00
80,000.00
A 宣教士支持:

B

事工
1 發展性:
創啟事工發展事工 (註 1)
聯差會 (註 2)
差傳事工推動費 (註 3)
澳門事工-廣安教會 (註 4)
M 民事工 (註 5)

253,160.00
0.00
242,600.00
5,000.00
10,000.00
B 發展性事工:

2 資助性:
菲律賓:菲律賓靈糧堂 (註 6)
S & Y 事工(註 7)

HK$1,558,160.00

US$300 x 12 x 7.80
S 資助
Y 資助
S & Y 事工費

HK$510,760.00
28,080.00
63,000.00
63,000.00
13,000.00

B2 資助性事工
HK$167,000.00
A + B 項 2021 差傳事工財政預算總額 : HK$2,235,920.00
建議 2021 年「差傳信心認獻」為總數之:

註解:
註 1
註 2
註 3
註 4
註 5
註 6
註 7

教會 30%
會眾 70%

HK$670,776.00
HK$1,565,144.00

包括創啟地區、機構等探訪、神學生、傳道、物資、助學等。
由 2021 年起，本堂已脫離聯差會，故奉獻暫停。
包括資助信徒參加本堂及外間的短宣、宣教士的關懷、支援宣教工場。差傳推展費用等。
支持廣安教會每年舉辦 1 次營會，培育信徒領袖。
推動本堂Ｍ民事工發展等。
與 LA 靈糧堂合作資助菲律賓靈糧堂的福音發展。
資助東南亞 S 及 Y 2 個地方，發展福音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