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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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6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信主前後(Before & After)
講員．．．．．．．．李懷蓉傳道
經文．．．．．．．． 弗二 11-22
主席．．劉崇達執事、王鎮平弟兄
司琴．．．．．．．．黃睿軒弟兄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希伯來書選讀(二)：
惟獨看見耶穌
講員．．．．．．．．李懷蓉傳道
經文．．．．．．．． 來二 5-18
主席．．．．．．．．李展庭弟兄
敬拜隊．．．．．．． Followers

講員：王華燦牧師
主席：沈偉明執事伉儷

司琴：藍曉恩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但 9 章 1-27 節．． 王華燦牧師
講道．．．．．．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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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202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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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信徒對差傳繼續作出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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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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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安排將因應疫病情況修訂
執行，會眾可致電本堂 23361696 查詢或到本堂網頁 www.kllc.org.hk
留意最新公佈。
3. 本堂網頁已安排每天靈修，備有默想經文、導引、禱告等，歡迎信徒
使用，在疫病期間，不忘與主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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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節晚間崇拜網上聚會
4 月 2 日(星期五)晚上 8 時將舉行受苦節晚間崇拜，是次聚會若未能恢復
實體聚會，仍會透過網上直播方式進行，請會眾預備自己親近主。


網上雙周祈禱會(ZOOM)
3 月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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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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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蘇定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3 月 9 日（星期二）約下午 3：00 在哥連
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祈盼認識蘇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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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罪悔改 憐憫寬恕
2021 年是耶和華為九龍靈糧堂所定
的日子，是榮耀釋放的堂慶年！
我們宣告靈糧兒女是一群被上帝呼召
承傳使命，跟隨耶穌基督腳踪成為時
代門徒的群體。為此，我們需要不斷
禱告，藉著聖靈的同在，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十六 8)。靈
糧兒女的生命，要竭力追求更新成長，以致上帝的榮耀得勝從我們延
伸——我們的家庭，教會，城市要彰顯上帝的救恩，復興這地！
盼望更多靈糧兒女齊來參與「禱告@主前」，每一周的星
期五，按教會提供的禱文禱告。歡迎自由參加，無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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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主前」經文：https://kllc.org.hk/menu_KLLC70thAnn

全年奉獻收據通告
請肢體留意，教會是按照政府稅務年度發出全年奉獻收據，故此，欲作
新全年奉獻登記的肢體，請於每年４月開始，詳細清楚列寫中/英文姓名
(與報稅文件所需的資料相同)、地址及聯絡電話，並每次在奉獻封上註
明〝稅〞字或在  全年一張報稅收據，以作通知本堂代為記帳(會眾需
每年重新知會本堂）
，至 3 月尾按政府財政年度終結時，本堂將於４月內
才發還整年報稅收據。

《祢是耶穌，我的一切》

早堂唱頌歌詞

(曲：歐詠恩，詞：朱浩廉,陳美儀，版權:角聲使團)

歷世萬邦，誰可與祢相比？尊貴的祢，縱是神但卻謙卑；
願降生，來體恤我憂困，祢是耶穌，至善至美!
讓我用口，來宣告祢亮麗，因祢的愛，眼淚全被祢沖洗；
沒有主，人生便沒作為，祢是耶穌，愛我到底。
* 唯獨祢(神)，是我所愛的，全力盡心尊崇，祢是我的一切榮耀；
祢，為(給)我擺上的，愛是那麼完美，讓我，讚頌榮耀祢。
《成為神蹟的器皿》
(詞/曲：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

主耶穌，祢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賞賜獨特的位份，
在基督裡我是新造的人，祢看為寶貴，獻上為祢所用，
* 讓我成為祢神蹟的器皿，被揀選族類，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來宣揚主耶穌，彰顯神的榮耀，
讓我成為祢神蹟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見新的盼望，
用祢的大能和愛來充滿我，我要傳揚主的愛，讓世界更美好。
[回應詩]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曲/詞:吳華樂，版權:不詳）

1.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我要尋求祢，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裡我尋求祢，
2. 主我是軟弱及無助，祢卻是我的力量，
以祢親切的手引導我，那就是我的得勝，
* 每一次我禱告，我搖動你的手，
禱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使列國歸向祢。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禱告
經文：但 9 章 1-27 節
一. 禱告與代求 9:4-20

二. 歷史的未來 9:21-27

問題討論：
1. 但以理如何認罪？事實上，他人生中有犯這些過犯嗎？他的認罪給你
什麼提醒?
2. 但以理禱告中如何描述上帝的本性? 這樣的描述對禱告者有何重要?
對以色列人有何重要?
3. 但以理從耶利米先知得知七十年已滿，祈禱神去看顧這荒涼了七十年
的地方，這給你什麼看法?
4. 七十個七要強調的是神什麼作為? 這對我們來說有何意義?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3 月 7 日至 3 月 13 日)



巴基斯坦 - 信德省
巴基斯坦東南部的信德省，住著一群信德莫哈拿人，人口大約 58
萬。他們多以漁夫、船夫和水手為職業。由於巴基斯坦對福音封閉，
信德莫哈拿人接觸不到福音，始終保持伊斯蘭教的信仰。
禱告：
求主為信德莫哈拿人在別無選擇的環境中，開拓一條得救的道路，
差遣福音使者來到他們當中，好叫基督得著他們的心，使他們謙卑
地來尋求基督。
禱告信德莫哈拿家庭將生命完全交託在主手中，信靠主而蒙福，向
周邊鄰舍傳揚神的慈愛信實。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感謝主讓
他們與學校的合約成功簽妥；接著為他們的籌備工作禱告。
感謝主他們加添了一位新同工"大姨"Tahiry 負責辦公室行政而米
利暗負責跟進學生中心和轉化社區計劃，馬可則負責對外的行政和
培訓工作。為他們的團隊禱告，讓各人更有效地發揮所長去服事主。
擱置了七個月的蓋建花園活動室工程終於出現新轉機，房東突然的
出現，經參觀和解釋後，她同意變動工程，求主賜智慧去商討簽新
合同細則以保障租期。
疫情仍然反反覆覆，最近有某食肆爆發感染群組，而且在部份
不明源頭的個案中有牽涉其他食肆。業界恐怕政府會再度「一
刀切」收緊措施，導致更多的食肆結業，令失業率及開工不足
率提高；基層員工的生活更加困難。讓我們繼續禱告，求主賜
智慧給政府有合宜的對策，感動食肆的東主更注意員工的健
康、分工及通風系統等問題。
在過去 2 年的各種困難影響下，對年青人的學習成長帶來很多
干擾，求主幫助 DSE 的考生今年應考的預備，希望年青人可以
在困難的環境中更能鍛鍊出高尚的品格與心性。
為 322 已選出室內裝修工程公司感恩，求主引導未來的室內裝
修工程。現時仍等候未來批出的入伙紙，請記念過程順利。
70 周年的歷史，常常提醒一方面以史為鑑，努力效法先賢的佳美
腳踪，同時又避免重蹈覆轍。面對新的時代，求主幫助我們繼續成
為忠心的門徒，繼續為主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