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4 月 4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黃德光傳道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曹錦能傳道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太 27:62-66;28:11-15．． 王華燦牧師
講道．．．門徒把耶穌偷去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曹錦能傳道
祝福．．．．．．．．．．．．．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直播)～～～～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4 月 3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下午二時正
講題．．．．．． 十架為我的榮耀
講員．．．．．．．．簡民基牧師
經文．．．． 腓立比書二章 6-11 節
主席．．伍惠香姊妹、莊燕玲姊妹
司琴．．．．．．．．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黑暗是我的朋友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詩篇 88 篇
主席．．．．．．．．陳懷恩姊妹
敬拜隊．．．．．．．The Bridge
聖餐．．．．．．．．祝宗麒牧師

2021 年 4 月 4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醒 醒
講員．．．．．．．．．林晶傳道
經文．．． 馬太福音二十五 1-13
主席．．．．．．．．關艷冰姊妹
司琴．．．．．．．．黃蕙萊姊妹
敬拜隊．．．．．．．．．．尊一

2021 年 4 月 7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黑暗是我的朋友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 詩篇 88 篇
主席．．．．．．．．陳淑儀姊妹
司琴．．．．．．．．周潔珠姊妹

講員：黃德光傳道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曹錦能傳道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太 27:62-66;28:11-15．． 王華燦牧師
講道．．．門徒把耶穌偷去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曹錦能傳道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黃德光傳道
司琴：朱啟迪弟兄
主席：陳素芳執事
敬拜隊：香草山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太 27:62-66;28:11-15．． 王華燦牧師
講道．．．門徒把耶穌偷去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祝福．．．．．．．．．．．．．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黃德光傳道
司琴：黃惠萊姊妹
主席：岑詠君傳道
敬拜隊：恩典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太 27:62-66;28:11-15．． 王華燦牧師
講道．．．門徒把耶穌偷去了?．．．．．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岑詠君傳道
祝福．．．．．．．．．．．．． 王華燦牧師

家事報告
1. 感謝神今主日四堂有夏達華研道中心負責人黃德光傳道到來宣講，願
主親自報答。
2. 因應政府放寬宗教場所聚會限制，由 4 月 1 日起，各崇拜聚會已恢復，
各事奉群體及小組聚會可以恢復借用本堂地方，唯仍需按照政府之防
疫指引措施。
3. 今主日為復活節崇拜，4 堂崇拜將舉行聖餐，請信徒進場前取聖餐杯
餅並按程序進行一起領受。
4. 水禮將安排在 4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及 4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3 時進行。凡應屆接受水禮者請與同工確定參與之日期。另水禮講解
會安排在 4 月 8 日(星期四)晚上 8 時一樓禮堂進行。請參加者需預留
時間出席，另水禮均設有同步直播進行。
5. 入會禮將會在 4 月 18 日(星期日)早堂時段舉行，請轉會及接受水禮
者當日上午 10:30 到一樓禮堂前排就坐。
6. 因應 4 月 11 日(下主日)下午 3 時將舉行水禮，4 月 11 日下午堂(3 時)
崇拜暫停一次。
7. 教會網頁資訊需極多人力管理並按合適時段才會放上網頁，如日期未
到，未必會出現教會網頁，若未能讀取或連結下載有關資訊請見諒，
並請稍後時間才瀏覽有關資訊。
8. 4 月 5 日及 6 日(一、二)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9. 感謝會眾過去一年透過網上銀行或銀行入數方式奉獻本堂，支票抬頭
請寫「九龍靈糧堂有限公司」(英文: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imited)，本堂恒生銀行帳號為 285-1-113759，會眾亦可用轉數快
(FPS) 快 速 支 付 系 統 識 別 碼 :160949137 轉 賬 本 堂 ， 奉 獻 本 堂 可
WhatsApp 52633834 或 Signal 52633834 入數收據、或截圖轉賬影像
至本堂。


家中崇拜需知
1.
2.
3.
4.
5.
6.

請預備一安靜空間，並請其他人勿打擾。
請預先 5-10 分鐘坐下等候神，預備心靈敬拜主。
請關閉影響崇拜的電子傳播媒體。
崇拜期間請不要進行任何飲食，如非必要請勿離開座位。
崇拜進行時請停止與人交談，專心崇拜。
請跟隨主席一起頌唱讚美主。

實體崇拜聚會恢復
因應政府放寬宗教場所聚會限制，由 4 月 1 日起，各實體崇拜聚會將恢復
如下:
日期
4 月 2 日(星期五)

崇拜聚會
受苦節日間默想

4 月 2 日(星期五)

受苦節晚間
聖餐崇拜
青年崇拜
各堂聖餐崇拜

4 月 3 日(星期六)
4 月 4 日(星期日)

4 月 4 日(星期日) 逆風帶
中學生崇拜
4 月 4 日(星期日) 兒童及幼童崇拜
4 月 4 日(星期日) 白田崇拜
4 月 7 日(星期三) 周三晚堂崇拜
4 月 10 日(星期六) 水禮
4 月 11 日(星期日) 水禮

時間
上午 9:00下午 5:00
晚上 8:00

備註
請自行取
聖餐杯餅
附有直播

下午 4:00
清晨堂:上午 9:00
早堂堂:上午 10:45
中午堂:中午 12:30
下午堂:下午 3:00
上午 10:45

附有直播
早堂崇拜
(10:45) 附
有直播

上午 10:45
早上 10:00
晚上 8:00
下午 2 時
下午 3 時

附有直播
附有直播

註: 長者實體崇拜將會在 4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2:00 恢復，未恢復實
體崇拜前仍安排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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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以西結書(1-48)、詩篇(31-40)


安息禮拜公告
翁馬小儀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4 月 11 日(星期日)晚上 7:00 在世界
殯儀館舉行安息禮，翌日(星期一)早上 11:00 舉行出殯禮，祈盼認識馬
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按立牧師通告

2021 年 4 月 4 日

因應教會未來聖工發展，2020 年初本堂已商議按立牧師以備將來牧
養及聖禮之需要，經過一年來的商議及審核，再經按牧團隊(由本堂
牧者及三位外間牧者組成)的考核、查問及推薦，最後，本堂常務長
執會於本年 3 月 14 日的會議中議決按立曹錦能傳道為牧師，若此公
佈後十四日內沒有合理的反對或異議，則候任牧師職份將會被確立，
並謹訂於 2021 年 6 月 27 日下午三時舉行「九龍靈糧堂按立牧師典
禮」(會因應政府當時的防疫指引確定進行方式)，有關候任牧師的履
歷，簡介如下:
姓名和履歷
受按者: 曹錦能傳道
入職本堂年份:2015 年 8 月
本堂主責: 崇拜、成人及青成事工
家庭: 已婚;

配偶: 許淑筠

教育: 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工作經驗:
曾任香港管弦樂團市場推廣、香港教育學
院籌募及拓展處、影音使團項目經理及救
世軍市場經理。

照片

按立牧師

王華燦
牧師的職份有什麼意義? 聖經指出：「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
（弗 4:11-12） 「牧師」希臘文 poimen 的意思是「牧羊人」
，簡單
來說，是接受主託牧養群羊並作他們的榜樣（約 21:15，彼前 5:2）
；以禱
告及傳講真道服侍（徒 6:4）
；管理教會（提前 5:17）
；持守真道，謹防異
端（提後 2:15）；廣傳福音等。
有人以為受按立牧師是「升職」
，這是很錯誤的觀念(嚴格來說他們不
會加「薪」
，只會加「辛」(辛苦!)，相信輕微調整薪酬乃是津貼而已)，我
個人同意蕭壽華牧師曾這樣分享:「牧師」若是主所託付的職份，就不是
把職銜「賞」給同工，乃是去確認教牧同工有牧養教會的呼召與恩賜，
藉公開的按立禮儀去承認同工擔任這身份。」
以九龍靈糧堂來說，領導群體在按立過程中也十分謹慎，我們除考
慮受薦人的牧養能力以外，更需要考慮其在事奉中是否清楚見證出是蒙
主呼召、具備委身事奉主的心志與相關的恩賜，並且表現出敬虔的生命、
美好的言行品格、及成熟與和好的人際關係。在牧職恩賜的發揮上，我
們會考慮不同的牧職恩賜，如敬拜帶領、關懷牧養、佈道見證、領導治
理教會等，這些恩賜明顯的果效也看為牧職呼召的一部份。當然，在考
慮的過程中，我們不是要尋找「完美」的典範，乃按照神在我們當中的
感動，去確認主自己在教會中所差派作屬靈領導的牧者。
經過以上符合的標準，我們會先由堂主任、資深牧師及執事一起尋
求引證，再經人事小組考慮，最後再提上常務長執會，當中再去商討及
按每位執事的引證與感動，經全體執事的通過，才去確立受按的同工，
過了這最基本一關，我們便邀請堂外的牧者協助我們去引證，這將組成
一個按立牧師團隊，受按同工需要交上個人蒙召見證、受按的分享、個
人事奉恩賜的了解、信仰及神學的反思、靈性的追求、個人對現有隊工
合作的關係及家庭關係等，最後會與按立牧師團約見，經全體按牧團查
問其信仰、牧會經歷、恩賜事奉、不同的服侍等多方面的考慮，才會通
過按立該位同工為牧師。以上進行方式歷時超過半年，為此，我們深信
這是一個審慎及經過詳細考慮的過程，而這樣的做法也比較適合本堂。
為此，我們懇請眾信徒接納曹傳道成為本堂的牧師，各按各職，在不同
崗位牧養弟兄姊妹，與眾聖徒一同配搭事奉主，以致主在教會中得著更
大的榮耀，懇請各位記念將要受按的同工，及祝福他有更美好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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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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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日期
時間
導師
＜士師記＞網上查
經(二):13-21 章
15/4 至 13/5(四)
晚 8:30-9:30 曹錦能傳道
今日截止
<「奪寶奇兵」之舊
約旅程(三)>
5/5 至 21/7(三)
晚 8:30-9:30 簡民基牧師
網上課程
(2/6 停課)
截止：25/4/2021
＜歷代志下＞網上
研讀(第三回)
5/6 至 10/7(六)
午 3:00-4:00 岑詠君傳道
截止：23/5/2021
＜2021 年水禮班
(Ａ班)＞網上課程
2/6 至 16/6(三)
晚 8:00-9:30 王華燦牧師
截止：30/5/2021
＜2021 年水禮班
(B 班~長者)＞
4/6 至 2/7(五)
午 2:00-3:30 簡民基牧師
網上課程
截止：30/5/2021
註：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手續，請參考教會網頁。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形式
截止日期
信仰探索班 每月第二及 下午 2:00-3:30 Zoom 視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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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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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期間教會崇拜聚會安排
1. 恢復實體崇拜和聚會：凡出席者均需量體溫、進場前用消毒液搓手、
戴上口罩、進場前填寫姓名/日期/時間/電話，或使用「安心出行」、
或用 QR code 登記個人資料。
2. 限制人流：我們將對聚會人數作出限制，包括崇拜地方不能超過 3 成
可容納人數，同時亦開放地下及三樓作直播用，另請依照座位安排保
持間隔就坐。
3. 鼓勵參與較少會眾的崇拜：早堂 10:45 時段相信會是最多人流，會眾
可考慮出席清晨堂 9:00、中午堂 12:30 或下午堂 3:00 時段之崇拜。
4. 崇拜時間縮減：時間約一小時完結，有聖餐會稍長，過程中均會戴上
口罩。
5. 自取晨星及聖餐用品：晨星將放在一樓梯間及各層門口，會眾可用 QR
CODE 上教會網頁閱讀。若有聖餐安排，將會放置在出入口處。請會眾
自取密封的杯餅，以備聖餐進行時用。
6. 各堂崇拜不會傳奉獻袋：請自行放奉獻入奉獻箱或用銀行轉賬方式
(請參閱教會網頁 www.kllc.org.hk)。
7. 減少傳染機會：會眾不宜有緊密的接觸(如握手...)，及需保持一定
距離。此外，此段防疫期間本堂暫停飲水機使用，如有特別需要請與
辦公室聯絡。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我的救贖者活著》
(詞:萬美蘭、游智婷，曲: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以愛還愛》(曲:何維健，詞:盧淑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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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堂唱頌歌詞

《基督今復活》
(靈糧詩選９０)

1. 基督耶穌今復活，哈利路亞！天使、世人齊述說：哈利路亞！
快樂凱歌聲高揚！哈利路亞！諸天、大地同和唱，哈利路亞！
2. 榮耀君王墓中起，哈利路亞！死啊，毒鈎在那裡？哈利路亞！
主獻身救眾靈魂，哈利路亞！死亡權勢今何存？哈利路亞！
3. 愛之救贖已完成，哈利路亞！戰爭完畢獲全勝，哈利路亞！
死亡豈能封主墳，哈利路亞！基督開了樂園門，哈利路亞！
4. 耶穌帶領我必隨，哈利路亞！跟從元首結成隊，哈利路亞！
新造人像祂一樣，哈利路亞！同復活同升天上，哈利路亞！
《是為了我罪》(詞:陳芳榮，曲:鄭楚萍，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1. 在十架上被人冷眼嘲笑，汗血淌滴下救主被釘死，
主宰基督為人背上苦擔，繫掛那木頭的應是我。
是為了我罪，祂捨尊貴，是為了我罪，祂犧牲一切，
在十架上，恩主彰顯祂的愛，罪債於一身，祂拯救萬世。
2. 復活盼望罪人今得新生，信祂的必可承受永生，
復活盼望罪人變改身心，並賜我聖靈祂一世護蔭。
被罪惡枷鎖，今得釋放，被罪惡枷鎖，今可得衝破，
復活盼望，是讓主居於心裡，願一生跟主，祂一世導引。

下午堂唱頌歌詞

《祢是榮耀君王》
(曲: Mavis Ford，版權:以琳書房)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因祂活著》(靈糧詩選２２９)
1. 神賜愛子，祂名叫耶穌，祂愛世人，醫傷心者；
又捨生命，使我罪得赦，但那空墳卻能證明救主活著。
2. 何等甘甜，靠耶穌基督，祂帶給我滿足喜樂；
更覺安慰，乃是我確信，我能面對未來坎坷因主活著。
3. 我有一天會渡生命河，人生苦難一一攻克；
藉主耶穌戰勝了死亡，我將看到祂榮耀光，見祂活著。
* 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祂活著。

四堂回應詩

《因祂活著》
(靈糧詩選２２９)

1. 神賜愛子，祂名叫耶穌，祂愛世人，醫傷心者；
又捨生命，使我罪得赦，但那空墳卻能證明救主活著。
2. 何等甘甜，靠耶穌基督，祂帶給我滿足喜樂；
更覺安慰，乃是我確信，我能面對未來坎坷因主活著。
3. 我有一天會渡生命河，人生苦難一一攻克；
藉主耶穌戰勝了死亡，我將看到祂榮耀光，見祂活著。
* 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祂活著。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

教會 □

每周代禱欄 (4 月 4 日至 4 月 10 日)



喀什米爾
喀什米爾是介於青藏高原西端與南亞最北端交接的一個地區。喀什
米爾的山谷裡，原本住著約 70 萬名的潘迪特印度教徒，是印度教
的高等種姓婆羅門人，但他們被穆斯林圍繞。印巴兩國長期爭奪喀
什米爾，宗教與政治的衝突越演越烈，今天只剩三、四千個潘迪特
人，很多流亡者仍住在查謨或新得里的難民營中不敢返鄉。
禱告：
懇求天父安慰喀什米爾的潘迪特羣體(他們失去了地上的家園)，幫
助他們在異地展開新的人生，在基督裡發現全新的盼望。
天父興起印度其他地區的基督徒，把福音帶給潘迪特人，在潘迪特
羣體中栽培門徒，建立潘迪特人教會，熱切追求神的話語，按著真
理教導其他印度徒敬畏及跟從基督。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為馬島的
疫情有上升趨勢祈禱，尤以京城情況並不樂觀。
記念他們在貧民區的中小學校內舉行"轉化社區，脫貧行動"的聚會
，他們將以話劇形式表達他們文盲生活的寫照，願這些窮人拾回生
命的盼望。
禱告記念供水問題，他們每天仍要到街上輪水，買水，而水質混濁
不清，黃牧師、師母都出現皮膚感染，有紅腫現象，經醫生診治，
在服葯和塗膏下，開始好轉。求主保守他們身體適應這些水質，在
困境中能活出忍耐。
校巴業尤其私家保姆車業因持續的疫情學校停課而受到很大的
影響，司機及保姆的收入驟減，也有公司結業。盼望復活節後
的進一步復課可以對業界困難的經營有所改善，司機及保姆的
收入增加。我們為此禱告記念。
新冠肺炎疫情近日緩和，教育局已宣布，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
在學校復活節假期後可增加面授課堂，可安排不多於全校人數
三分二學生回校上課，上課時間維持以半天為限。求主保守師
生在進一步復課的情況下有健康，並阻止病毒進入學校。
緬甸的局勢令人擔心和痛心–自爆發反軍事政變示威以來，軍警血
腥的鎮壓已造成幾百名平民死亡，當中包括年幼孩童。讓我們同心
禱告：祈求主看顧每個家庭；主的平安和保護也臨到教會，讓牧者
和宣教士能夠牧養和安慰眾信徒，使福音在惡劣的環境仍能傳揚。
教會在政府公佈放寬宗教場所的限聚下恢復實體主日崇拜，求
主保守，並賜予同工們有智慧處理相關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