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5 月 2 日
家庭主日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余劍雲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朱妙清執事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余劍雲牧師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約廿一 1-14．．．． 余劍雲牧師
講道．．．聽主吩咐的生活．．．．．．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 余劍雲牧師

2021 年 5 月 1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十架的榮耀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約 17:1-5
主席．．．．．．． 簡民基牧師
司琴．．．．．．． 黃睿軒弟兄
聖餐．．．．．．． 簡民基牧師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約拿與我(完):
怎能不愛惜這城市?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約拿書 4:10-11
主席．．．．．．． 陳安來弟兄
敬拜隊．．．．．．． Emmanuel
聖餐．．．．．．． 祝宗麒牧師

2021 年 5 月 2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 上午十時正
講題．．．．．． 從水裡拉出來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出 1:22-2:10
主席．．．．．．． 梁桂霞傳道
司琴．．．．．．． 黃蕙萊姊妹
敬拜隊．．．．．．．．． 同心

2021 年 5 月 5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 聽主吩咐的生活
講員．．．．．．． 余劍雲牧師
經文．．．．．．． 約廿一 1-14
主席．．．．．．． 鄧惠玲傳道
司琴．．．．．．． 楊斯妮姊妹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余劍雲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朱妙清執事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光詩班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約廿一 1-14．．．． 余劍雲牧師
講道．．．聽主吩咐的生活．．．．．．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 余劍雲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余劍雲牧師
司琴：談敏儀姊妹
主席：劉崇達執事
敬拜隊：香草山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約廿一 1-14．．．． 余劍雲牧師
講道．．．聽主吩咐的生活．．．．．．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 余劍雲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余劍雲牧師
司琴：梁綽軒弟兄
主席：盧銀鳴姊妹
敬拜隊：恩典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余劍雲牧師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約廿一 1-14．．．． 余劍雲牧師
講道．．．聽主吩咐的生活．．．．．．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祝福．．．．．．．．．．．．． 余劍雲牧師

家事報告
1. 因防疫限制，一樓及二樓人數有一定人數限制，若已到限制人數將安
排坐詩班席。
2. 教會雙周祈禱會 5 月份仍透過網上視像會議(ZOOM)進行，直至另行通
知。
3. 因應政府防疫指引，各小組聚會活動時請勿進行飲食，唯個人可使用
本堂有空的位置/房間用餐，但請勿與人聚集用餐。
4. 會眾之全年奉獻報稅收據已全部發出，倘若仍有未收到或對奉獻款項
有查詢者，請與袁映紅幹事聯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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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抑或留(二) - 留篇
日期：5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一樓禮堂
內容：1. 再思去或留的原因
內容：2. 留下可能面對的情況
內容：3. 怎樣面對不斷轉變的處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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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彼前(1-5)、彼後(1-3)、詩(41-60)、代上(1-29)

2021 年水禮班(改為實體進行)
凡有意參加 2021 年舉行的水禮者，請必須報讀此期的課程。
內容: 基本信仰、認識使徒信經及水禮意義等。
Ａ班
對象：凡年滿16歲以上，初信或慕道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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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六樓桃李門
Ｂ班

註: 若報名後未收到電郵
確認接納報名的回

對象：長者

覆，請聯絡周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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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30/5/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

導師︰簡民基牧師

oag6QUsrUndJDJHw7

地點：六樓桃李門

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生命成長(5-6 月)：家庭
5 至 6 月的生命成長，焦點為「家庭」，我們鼓勵信徒在這段時間一起參
與或學習。
1. 開始/更多與家人一起禱告時刻。
2. 安排暑期與家人一起行山/做運動時刻。
3. 五月母親節及六月父親節：向父母表達關懷，邀請父母共進晚膳。
4. 閱讀家庭及婚姻成長的書籍。
5. 學習鼓勵/欣賞家人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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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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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間差傳課程推介：「本地短宣體驗 2021」
內容：1. 社會服務、城市歷奇
內容：2. 探訪清真寺
內容：3. 培訓、週末營會
內容：4. 與宣教士對話，穆斯林背景歸主見證
舉辦機構：前線差會
日期：7 月 22 日至 26 日(四至一)、7 月 17 日(六)上午行前培訓
費用：700 元 (包括兩日一夜宿營費)
查詢：27537170(朱弟兄)
報名：frontiers.org.hk
截止：6 月 30 日
*視乎疫情，活動內容可能須要作出調整


家事提提你
課程
信仰探索班

日期
時間
形式
每月第二及 A 班：上午 10:45-12:15
實體
第四個主日 B 班：下午 2:00-3:30
網上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查詢或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 1696)

截止日期
不適用
不適用

講道大綱

余劍雲牧師

講題：聽主吩咐的生活
經文：約廿一 1-14
一.復活後第三次顯現

二.聚在一起(v1-2)

三.重操故業(v3-4)

四.聽主吩咐(v5-14)

回應問題：(請組員多聆聽、少意見、少批評！)
1. 請與組員分享最近一次驚惶失措的經歷！
2. 當恐懼時，你會想到組員或其他人的幫助嗎？試分享一次求助的經
3.

歷！
聽主吩咐與自作主張有何分別？請分享你的理解和做法！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來慶賀》
(版權：基督教以琳書房)

讓我們來慶賀，無比大愛，我們來慶賀，神兒子因愛我們，
捨了生命。讓我們來歡呼，主賜喜樂無人能相比，
我們歡然向祢獻祭，高聲歡呼讚美。
* 讓我們來歡呼，來慶賀，歡呼來慶賀，歡呼來慶賀大君王。
讓我們來歡呼，來慶賀，歡呼來慶賀，歡呼來慶賀大君王。
《等候神》(曲、詞：李育群，版權：有情天音樂世界)
我的心哪！祢當默默無聲，要專心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從神而來，祂是我的磐石我的得勝。
我的心哪！祢當默默無聲，要專心等候神。
我的盼望是從神而來，祂是我的幫助我的榮耀。
「主作我的高台，我必不至動搖，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難所。
我要時時倚靠祂，我要安靜等候祂，
我的榮耀能力全都在乎神。」x2
[回應歌] 《主啊！陶造我》(詞/曲：傅美心，版權:新加坡更新基督教會)
「祢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祢。」x2
「塑造我成為祢器皿，使我永遠不離開祢。」x2

中午堂唱頌歌詞

《求引領我心》
(曲：Steve Leong，譯詞:凌東成，版權:迎欣出版社)

求引領我心，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
求引領我心，願為祢傾出心中愛慕。
* 求引領我心明白主恩，跟主愛深深結合；
衝開心捆綁，一心愛著祢。
《如此認識我》(曲：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1. 誰像祢如此認識我？在我四周前後環繞我。
我奔跑、我躺臥、我坐下、我起來，全部祢也細察清楚。
2. 年月有如閃電飛過，但祢的手從未離開過。
看春光、看艷陽、看落葉、看冰河，祢右手總晝夜扶持著我！
* 我在地上年日祢已經數算過，祢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麼多；
我在地極與天涯，仍舊看顧著我，這高深的愛可測得透麼？
3. 迎面障礙雖避不過，但我有主同在能衝破。
有北風、有巨浪、有禍患、有艱難，我藏身主蔭下昂然步過。

[回應詩]

《把冷漠變成愛》
(詞：萬美蘭，曲：游智婷 Sandy Yu，版權：讚美之泉)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麗的事物迷惑？
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紛雜的世俗綁鎖？
分些關懷給角落中受傷的靈魂，
分些愛給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 以基督的心為心，以祂的眼看世界，
你身邊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變成愛。
以基督的心為心，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變成愛。

下午堂唱頌歌詞

《全心敬拜》
(曲/詞：劉穎，版權：音樂 2000 有限公司)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永活全能者，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全心敬拜祢。
祢配得稱讚，因祢創造世間一切，
惟獨祢，惟獨祢是永恆不改。
祢配得尊貴，因祢是那昔在且永在的父，
我願全人屈膝敬拜祢，我願我心深深信服祢。
《祢是我惟一的依靠》
(曲/詞：鄧淑儀，版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主常聽我禱告，陪伴我走過每個黑夜，
安慰我明白我軟弱，扶助我，引領我向前行。
* 來到祢跟前宣告，祢是我神我力量，祢是我的山寨，
是我保障，是我拯救，祢是我惟一的倚靠。
縱使地改變，高山震動，潮浪雖翻騰拍岸，
我仍要宣告祢是我的倚靠，祢是我惟一的倚靠。

［回應詩]

《最美好...盡力愛祢》
(曲/詞:TWs,版權:香港學園傳道會)

最美好曾遇上，是祢溫柔的接納，了解我軟弱，體恤因祢愛護。
神信實不變，恩典甘甜多美善，帶給我希望，滿足我心需要。
今我願相信，祈求神祢在我裡頭扶助我，願一生到盡頭也不變。
* 我要盡心專一高舉祢，因祢是我的主，我要盡性謙卑將心獻，
給祢塑造性情，今我盡意敞開心思緒，盛載滿祢話語，
神伴我一生同行，讓我盡力愛祢。
Bridge： 讓我每天緊靠祢，願一生跟祢走，
讓我告知這世界，是祢深愛我。
Coda：神伴我一生同行，讓我盡力愛祢，最美好曾遇上是祢。
～～～～～～～～～～～～～～～～～～～～～～～～～～～～～～～～
《希望，信心和喜樂》
頌光詩班獻詩歌詞
(曲/詞：James Culver(ASCAP)，譯詞：高蔡慧君)

至聖的上帝，高坐天上寶座，指示奇妙道路，日日領我行。
信心引導我，希望照亮前路，喜樂使我親近祢，求主。
今願活在主愛中。
哦，創造的主，最燦爛的明星，伴我行人生路，不偏離主道。
信心引導我，希望照亮前路，喜樂使我親近祢，求主。
今願活在主愛中。
至聖的上帝，（高坐天上寶座），指示奇妙道路，日日領我行。
信心引導我，（希望照亮前路），喜樂使我親近祢，求主。
今願活在主愛中。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5 月 2 日至 5 月 8 日)



肯亞共和國
肯亞共和國通稱肯亞(肯尼亞)，是位於東非，首都為奈洛比，奈洛
比人口超過 430 萬，當地的穆斯林約 50 萬人，但大多不是本地人，
有基貝拉努比亞人、斯瓦希里人和索馬里人。奈洛比市郊的伊斯特
利是索馬里國以外第三大的索馬里人聚居地，這裡的索馬里穆斯林
在文化和宗教上極為保守，索馬里穆斯林是肯亞最大的福音未得之
民，因為他們與極端主義有些牽連，許多基督徒不敢接觸他們，但
是仍然有基督工人勇敢地向他們分享福音，他們透過分享見證、社
區服務或是與穆斯林學者公開對話來討論信仰。
禱告：
年輕的奈洛比穆斯林願意敞開與基督徒談論信仰。
求主差派更多的基督徒能夠大膽作見證，預備好隨時與穆斯林分享
他們的經歷，讓更多的索馬里穆斯林來跟隨主耶穌，能在族人中建
立新的團契。
禱告記念新天地宣教士伉儷及團隊，
「撒種工程」的持續發展，及
團隊在新一年的合作模式。
禱告記念他們今年暫不回老家和家人朋友見面的決定，得到各方的
理解和體諒。並記念他們正在禱告及探索長遠的方向，他們在三月
中有一星期放大假休息，並去了探訪幾個同路工人家庭，有美好的
交流，也順道探索未來長遠發展的方向。
本港醫務化驗行業傳統分為臨床生化學、細胞病理學、血液學
及微生物學四大範疇。由病毒所致的新冠肺炎，化驗由微生物
科及分子病理化驗室負責檢測。其實，無論新冠肺炎有否來襲，
醫務化驗業界一直處於人手及資源嚴重不足的處境，加上疫情
下工作量有增無減。公營體系的醫務化驗的人手問題在疫情下
更顯嚴峻，化驗室要 24 小時運作，人員不斷加班。我們為此禱
告，求主保守化驗師/人員的健康，賜智慧給他們舒緩工作的壓
力。
印度疫情失控，連日來單日新增病例均超過 30 萬。世衛專家估
計因檢疫能力不足，加上衛生系統難以應付，實際感染及死亡
人數可能更高。求主憐憫，保護尚未受感染的人，又求主使用
世衛提供的醫療協助，使當地疫情蔓延的速度能大幅減慢。
白田福音中心已恢復聚會，為信徒的生命仰望主，求主叫眾信
徒的信仰根基穩固。
在政府限聚的指引下，教會亦逐步恢復聚會，願主使用每次小組/
團契相交、崇拜聚會的寶貴時間，讓弟兄姊妹能藉上主的話彼此勉
勵，又願聖靈激發我們行善的愛心，讓教會成為鄰舍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