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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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下午二時正
講題．．．．．．以基督的心為心
講員．．．．．．．．簡民基牧師
經文．．． 腓立比書二章 1-11 節
主席．．伍惠香姊妹、杜嘉華姊妹
司琴．．．．．．．．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下午四時正
講題．．．．．．恩典為年歲冠冕
講員．．．．．．．．王華燦牧師
經文．．．．．．．．詩篇 65:1-13
主席．．．．．．．．余愷媛姊妹
敬拜隊．．．．．．．．． Shema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王華燦牧師

司琴：李蔚麗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約拿書 4:5-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約拿與我(五):令人忿怒的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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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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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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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期的家箋及差傳特刊已放上本堂網頁，同時亦有印刷版放在一
樓，歡迎取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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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月成長目標：服侍
3 至 4 月教會成長方向為「服侍」，我們鼓勵信徒在這段期間，可以實際
地參與當中的服侍，我們有以下建議，在這段期間：
1.在家庭或職場服侍家人及同事。關心問候身邊的家人、朋友、同事...
2.參與教會七十周年一項活動，如文字投稿以表達對神感恩及獻呈。
3.出席 4 月 2 日(星期五)之受苦節默想聚會，或晚間受苦節崇拜(直播)
4.服侍組長/組員:電話問候，或邀請其吃飯等(按政府的防疫指引進行)


九天默想禱告: 主受苦到復活(27/3-4/4)
由 27/3(星期六)至 4/4(星期日)九天時間，以馬太福音記載的經文，每
天用 15 分鐘默想主耶穌從受死到復活，記念主的受難及復活，預備自己
迎接受難節及復活節。歡迎到本堂網頁參與默想活動。


受苦節日間默想(教會網頁錄播)
日期: 4 月 2 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 時到下午 5 時
在這段時間到教會網頁，進入「受苦節日間默想」連結，參與錄播的受
苦節默想，時間約 15-30 分鐘。


受苦節晚間崇拜網上聚會
日期: 4 月 2 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 8 時
網上直播：是晚舉行受苦節晚間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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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基教部夏季(4 月至 6 月)課程
基於教會對外開放仍受制於疫情影響而變動，故課程暫定以 Zoom 形式進
行，而落實開課的情況，還請留意教會網頁或日後晨星公佈。

———————————————————————————
＜士師記＞網上查經(二):13-21 章
士師記的重點是參孫的故事，再以雙重的結尾：米迦及利未人的故事作
結。耳聞目睹眾多失望的見證， 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如何可以見到上
帝的作為？士師記讓我們從歷史的錯誤中學習，願我們不再重蹈覆轍。
日期：2021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3 日(共五堂)
時間：逢星期四

晚上 8:30-9:30

導師：曹錦能傳道
截止：4/4/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w8r9drS4r47DRLWA6
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註：若情況許可時會以實體上課，時間：晚上 8:00-9:30，地點：待定！

———————————————————————————
<「奪寶奇兵」之 舊約旅程(三)>網上課程
為何以色列國會分裂成為南北兩國？為何北國以色列、南國猶大都相繼
被外邦所滅？繼認識到以色列王國的建立，我們就去探討以上的問題，
從而反省我們應當怎樣行在主的心意之中。今期會透過綜覽以下的書卷
── 王上下、拿、鴻、摩、何、彌、番、耶、哀、哈、歌，等你報名！
日期：2021 年 5 月 5 日至 7 月 21 日(2/6 停課，共十一堂)
時間：逢星期三 晚上 8:30-9:30
導師：簡民基牧師
截止：25/4/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D9UV6CiHSxiXgLKc7
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註：若情況許可時會以實體上課，地點：待定！

＜歷代志下＞網上研讀 (第三回)
本課堂集中研讀<歷代志下>第 23 至 28 章，涵蓋五位猶大國的君王。約
阿施、亞瑪謝及烏西雅都是在作王之初尋求神，後期轉為離棄神。約坦
與亞哈斯則是完全正面與完全負面的對比。讓我們從這五位君王的生命
作出反思。
日期：2021 年 6 月 5 日至 7 月 10 日(共六堂)
時間：逢星期六 下午 3:00-4:00
導師：岑詠君傳道
截止：23/5/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hzM1GQ8Y4NmSWRge7
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註：若情況許可時會以實體上課，地點：待定！

———————————————————————————
＜2021 年水禮班＞網上課程
凡有意參加 2021 年舉行的水禮者，請必須報讀此期的課程。
Ａ班
對象：凡年滿16歲以上
日期：2021年6月2日至6月16日 (共三堂)
時間：逢星期三 晚上8:00-9:30
導師：王華燦牧師
Ｂ班
對象：長者
日期︰2021年6月4日至7月2日 (共五堂)
時間︰逢星期五 下午2:00-3:30
導師︰簡民基牧師

截止：30/5/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
oag6QUsrUndJDJHw7
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
註：
1. 若報名後未收到電郵確認接納報名的回覆，請聯絡周傳道。
2. 若情況許可時會以實體上課。地點：待定！
3. 若以 Zoom 形式上課，參加學員必須“開啟視訊”上課。上課 ID 及密
碼將於上課當日或之前以 Whatsapp 形式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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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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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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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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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堂唱頌歌詞

《靜候恩主》
(曲:John Laudon，詞:鄧惠欣，版權:匠心唱片製作有限公司)

靜候恩主，萬念敞開，神獨祢照我心深處；
像陣清風，透我心窩，除掉往昔的損我。
* 主請祢進入我心裡面，解開我擾困，彰顯祢大能，
更新我裡面，賜我美善，藏在我的心不變。
《求主充滿我》
(詞/曲: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主，我來尋求祢的面，求祢充滿我，來充滿我。
主，我渴慕祢的同在，求祢潔淨我，來充滿我。
*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祢的寶血洗淨我。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祢以恩典為我冠冕。
《十架為我榮耀》
(版權:靈糧詩選 197 首)

*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回應詩]

《求主察看》
（版權:頌主新歌 278）

1. 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求主今試驗，知道我私意；
若在我心隱藏罪惡念頭，求主完全潔淨，使我自由。
2. 讚美我主，因將我罪洗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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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榮主名。
3. 讚懇求我主，使我完全歸祢，願祢的愛意充滿我心靈；
管理我心不再自私驕狂，我今要順服主，與祢同住。
4. 懇求聖靈，賜下普世復興，先復興我心，挑旺我靈命；
倚靠聖言供給一切需要，求主現在賜福，聽我懇請。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約拿書(5):令人忿怒的憐憫
經文：約拿書 4:5-11
一. 耶和華的實物教學法

二. 約拿仍然忿怒的因由

三. 互相割蓆拒絕的暴力惡果

四. 痛心的對話

問題討論：
1. 看完整本約拿書，給你什麼的學習，聯想，和更多問題？
2. 你如何面對不喜歡的人或事物？Fight or Flight？
3. 你有什麼地方是對神不滿的？為什麼？祂是靜黙回應，或是給你的回
應但你不能接受？
4. 耶和華的心思或許我們都知道，但祂想我們學習和跟隨祂而行。這帶
給你什麼挑戰？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3 月 14 日至 3 月 20 日)



伊拉克共和國
伊拉克位於西亞—中東地區的共和國。伊拉克人口 4,150 萬，基督
徒為 17 萬人，主要宗教為伊斯蘭教。伊拉克總統薩利赫自 2018 年
上任後，翌年設定聖誕節為法定假期，並且歸還強佔的財產給基督
徒。去年聖誕節前夕，薩利赫參加教堂彌撒時表示，議會通過有關
法案讓伊拉克基督徒能夠重返家園，得到安全和尊嚴，而且宗教文
化得到保護。
禱告：
為伊拉克興起和平之子，使用總統薩利赫以公義與愛去化解一切的
怨仇，解決當中的衝突。
仍有基督徒受到極端伊斯蘭教派壓迫，禱告求主施恩，使他們能彼
此包容，並認識基督，以基督的愛與真理去轉化當中矛盾。
禱告記念麥子、鴿子宣教士夫婦一家在工場各項的適應，團隊之間
的服侍和合作，求神賜下彼此相愛的心，合一的靈。
近月鴿子身體不太好，常常腰痛，需要經常臥床休息，因此也給她
帶來一些壓力，要照顧兩個孩子，學語言，參與服侍等等，神聽了
他們的禱告，醫治了她，鴿子很受安慰和鼓舞。求神賜下健康身心
靈。
麥子依然每天去當地人家裡扎針，踫到聽不懂他們的意思時，便打
電話叫朋友幫忙翻譯，求神賜下力量學習語言。
雖然有不少市民等待電影院重開，但持續反覆的疫情再加上要
承擔高昂的租金，令戲院業經營甚為困難。近日有一某大戲院
集團突然宣佈全線結業清盤，以致有幾百名員工失業，也令香
港市民感到唏噓。電影業同樣受疫情影響，難於開戲，而戲院
的結業對電影業也做成沉重的打擊。讓我們為此禱告，記念此
兩個行業的需要。
請記念香港社會接種疫苗的安排，保守所有接種者在安全的情
況下健康得到最大的保障。
越來越接近 DSE 考試，今屆應考生在這個學年基本是網上學習，
大大增加備考的難度。請記念他們在面對各樣挑戰的情況下，
仍能專心溫習，並有願意同行的同伴扶持鼓勵。
為 322 現時正進行檢查建築工程出現的缺漏，盼望盡早可完成執漏
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