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5 月 9 日
母親節主日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周潔珠姊妹
主席：杜嘉華姊妹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創世記 16:1-16．． 祝宗麒牧師
講道．．．．．看見我嗎？．．．．．．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祝福．．．．．．．．．．．．． 祝宗麒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5 月 8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膽粗粗唔 Say NO
聖靈落 Call 我就 Go
講員．．．．．．．． 林晶傳道
經文．．．． 使徒行傳八章 26-40
主席． 伍惠香姊妹、杜嘉華姊妹
司琴．．．．．．． 許美群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從水裡拉出來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出 1:22-2:10
主席．．．．．．． 梁卓男弟兄
敬拜隊．．．．．． The Bridge

2021 年 5 月 9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 上午十時正
講題．．．．．．． 母親的眼淚
講員．．．．．．． 梁桂霞傳道
經文．．．． 撒母耳記上 1:1-18
主席．．．．．．． 伍翠霞幹事
司琴．．．．．．． 鄭潔心姊妹

2021 年 5 月 12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 看見我嗎？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創世記 16:1-16
主席．．．．．．． 劉崇達執事
司琴．．．．．．． 王惠明姊妹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李蔚麗姊妹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祝宗麒牧師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創世記 16:1-16．． 祝宗麒牧師
講道．．．．．看見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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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李蔚麗姊妹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創世記 16:1-16．． 祝宗麒牧師
講道．．．．．看見我嗎？．．．．．．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李子安弟兄
主席：朱啟迪弟兄
敬拜隊：感恩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創世記 16:1-16．． 祝宗麒牧師
講道．．．．．看見我嗎？．．．．．．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跟據政府防疫指引，現時宗教活動聚集仍容許地方可容納人數的 3 成，
本堂仍會按照這指引進行。
2. 本堂各層可聚集人數已有指引，在整座教堂人數不超出上限，本堂同
工將按實際情況作出微調，如有困難，請按照同工指引進行並作出安
排。
3. 5 月份的教會雙周祈禱會仍透過網上視像會議(ZOOM)進行，直至另行通
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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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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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原定 5 月 18 日(二)第二堂的門徒訓練現更改為 6 月 1 日(星期二晚)
開始，如有查詢請與王牧師聯絡。
7. 第 161 屆水禮相片已透過電郵發出，請受洗者留意電郵信箱，並於 6
月 8 日前下載相關片段及相片。（日期過後便會下架，多謝合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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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雙周祈禱會 (ZOO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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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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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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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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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溫馨提示
1. 下雨天仍滴水的雨傘請勿帶進崇拜會場，雨傘請放雨傘架，以免弄濕
地方。
2. 崇拜開始時請記得把電話轉靜音模式，崇拜進行中請勿通電話，或進
行拍攝或攝錄。若有需要接聽請到會堂以外地方。
3. 請各位聚會時亦小心保管手袋及財物。
4. 請勿把飲品帶進崇拜場所，崇拜進行中請勿飲食。
5. 早堂 10:45 時段因飽和之故，崇拜入座時請盡量坐近中間，方便遲來
者入座。
6. 請衣著以端莊為重，為避免一切暴露及不雅以造成尷尬，請勿穿人字
拖鞋、吊帶背心、低胸、露背、露臍、透視或過短之迷你裙…等。
7. 家中崇拜亦同時需準備心靈敬拜及親近主，崇拜進行期間勿與家人攀
談或進行家務，並以尊崇態度親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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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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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場地注意
1. 凡借用本堂場地的小組，若該次停止聚會，務必通知辦公室幹事。
2. 使用地方後請務必關掉冷氣，節約用電。
3. 請留意本堂關門時間
星期日/星期一
晚上 10 時
星期二至五
晚上 10 時半
星期六
晚上 11 時
堂務將會在關門前半小時提醒聚會中的信徒需準備離開，以方便收拾場
地，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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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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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30/5/2021(主日)
時間︰逢星期五 下午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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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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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程陳亞雲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5 月 12 日(星期三)早上 10:30 在世界
殯儀館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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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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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留意教會網頁，或致電教會辦公室向梁桂霞傳道及李
懷蓉傳道查詢（2336 1696）。


日期：2021 年 5 月 16 日
時間：下午 12：30 - 1：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內容：遊戲、互相認識、介紹教會架構及聚會
歡迎最近參與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如有查詢或報名，
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70 周年堂慶
「禱告@主前」
天父懷搋 慈母保抱

天父懷搋，以愛彼此連繫；慈母保抱，延伸天父真美善。
上帝創造世界，藉耶穌基督拯救世人彰顯祂的慈愛；上帝也透過妻子與丈
夫進入婚姻建立家庭；母親與丈夫的親子關係塑造子女生命，因此，母親，
上帝在地上慈愛的彰顯。面對後現代婚姻的瓦解，靈糧兒女要成為愛上帝
的賢德婦人，活出上帝的形象，讓家庭共融，為上帝延伸後嗣；在睦鄰關
係中，成為和諧社區的橋樑，拓展上帝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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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全地！
歡迎信徒齊來參與教會 70 周年堂慶之「禱告@主前」，
每一周的星期五，按教會提供的禱文禱告，呈獻給主裊
裊馨香祭！詳細參考教會的網頁。
「禱告@主前」經文： https://kllc.org.hk/menu_KLLC70thAnn


家事提提你
課程
信仰探索班

日期

時間

每月第二及 A 班：上午 10:45-12:15
第四個主日 B 班：下午 2:00-3:30

形式

截止日期

實體

不適用

網上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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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看見我嗎？
經文：創世記 16:1-16
一.被無視的母親

二.被無視的孩子

三.不會無視的神

四.我們又看見嗎？

回應問題：
1. 作母親的，分享一下妳的經驗。
2. 作丈夫或孩子的，你與母親的相處如何？
3. 不論自己是什麼身份，試過沒有被重視的經驗嗎？
4. 「神看見」是我們的堅信，也是聖經中常提及的。你如何了解和經
歷？又如何面對看不見祂的感覺？
5. 彼此代禱，在不知道神看不看見之時，仍堅心相信祂仍看得清楚。

《只向祂讚美》

清晨堂唱頌歌詞

(曲/詞:周龍威，版權:HKACM)

1. 我的心一生只向祂讚美，是我主天天都當我的蔭庇，
無論我遇困苦抑或被壓欺，祂都總給我安慰靈裡沒痛悲。
2. 我的口一生只向祂讚美，是我主於黑暗苦痛中把我救起，
成敗勝負再沒法可撩動我的哀與樂，深信只得主是最美。
* 同心頌唱 Hallelujah，創造我的主，曾經為我死是耶穌，
同聲和唱 Hallelujah，Hallelujah，全地跪拜因祂是最美。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曲：何威廉，詞：蘇如紅，版權：ACM)

天空降下雨水，愛在灌溉，小花汲取這愛，綻放色彩。
當失腳遇困苦，祢應許沒變改，靈內深深感應到，神大愛深廣似海。
感恩祢在每刻賜下厚愛，供給所需一切，令我心喝采。
祝福我在這生，信心不會變改，懷著謙卑心靈讚頌祢愛。
*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祝福滿滿傾瀉，緊擁抱我度過寒夜。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恩光照我荒野，許多咒詛靠著祢可改寫，
神應許嗎哪降在曠野。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主信實無變》
(曲/詞:陳鎮華，版權:ACM)

1.慈愛主信實無變，在每天清晨，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陰晴，主愛勵勉。
2.慈愛主信實無變，日影西斜，主愛更溫暖。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冬暖，主愛復眷。
* 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引牽。困苦、壓逼、
憂心、掛念，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
《先求祢的國》
(曲/詞：霍志鵬，版權：同心圓)

我要向山舉目，宣告祢是我幫助，
因祢是我的天父，是創造天地的神，
就算有高山障礙，荊棘滿途難阻我，
我心仍靠緊祢，要先求祢的國。
* 高唱頌讚主，感恩歌頌用信心，
縱崎嶇滿路相信仍得勝，
緊靠上帝恩，解開心中的鬱結，
唱哈利路亞，一生依靠著祢。

下午堂唱頌歌詞

《祢真偉大》
(靈糧詩選 19 首)

1.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工，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澈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阿，你真偉大。
*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心曲》(曲/詞：陳鎮華，版權：HKACM)
1. 慈愛天父，憐憫之父，在祢恩座前我衷心傾訴。
求祢施恩潔淨我罪，使我得接近祢恩光。
2. 求祢洗淨我心中思念，俗世多險惡，我不堪抵抗；
求祢恩光普照引導，使我得遠離罪惡。
* 神啊！我衷心交託，全心將救主仰望。
尋著祢恩光心得盼望，恩主請祢垂念我。
3. 蒙祢恩待，我感恩不斷，願我一息尚存，也將身心相獻；
求祢施恩潔淨接納，我願一世隨著祢。

四堂回應詩

《我向祢禱告》
(詞/曲:李藹兒，版權:新音樂敬拜創作)

祢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無助困苦中，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是我高臺與詩歌，祢體恤我，祢保守我。
祢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無助困苦中，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是我盾牌與幫助，你應許我，祢在掌舵。
Chorus
我向祢禱告縱使我軟弱，我雖失信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路徑艱難如沒去路，但信靠祢，祢定會開路。
向世界宣告祢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著祢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奉祢的名成就美事，一心倚靠祢遵行你旨意。
Bridge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要帶著信心宣告，相信祢定會聽到。
我看著眾山嶺，吩咐它們挪開，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要帶著權柄宣告，相信祢定會聽到。
Chorus 2
向世界宣告祢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遵行你旨意。一心倚靠祢神蹟必可看見。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我只想看見祢旨意彰顯。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5 月 9 日至 5 月 15 日)



迦納共和國
迦納共和國通稱迦納，是非洲西部的國家，首都。人口超過 2,981
萬，當地的穆斯林約 65 萬人，迦納有 70%以上的人口是基督徒，
信奉伊斯蘭教的只佔少數，但基本上各個族群之間都還能和平共處。
成千上萬的穆斯林從迦納北方的鄉村移居到相對富庶的南方城市，
很多是 14 到 16 歲之間的女孩，有的在市場裡打工、有的在街邊做
『阿克拉』(kayayei，即當地的頭頂搬運工人)，這群女工居無定
所，吃住都在街邊、貨運站或是菜市場裡，終日暴露在詐騙、強姦
及盜竊的罪惡風險之中。
禱告：
為阿克拉(kayayei)有機會改善她們的生活，不再受人們用輕蔑的
態度鄙視她們。
求主差派阿克拉的基督徒能接觸到城市中的穆斯林，願他們手上的
善工榮耀上帝。
禱告記念彼得&佑寧宣教士伉儷能平安回到香港，感謝主賜他們可
以好好和家人及朋友重聚的時間。求主使用他們在留港的日子，成
為工人姐姐們的祝福，在她們當中活出祂的大愛，彰顯祂的大能。
求主祝福保守他們在服侍地區相熟的穆民朋友和家庭，願神使用在
他們心中所播下的關愛和福音的種子。願主幫助他們能維持生計，
早日明白真理，接受救恩。
疫症嚴重影響航空公司的營運，預計短中期內不會有明顯改善。
近日傳出某航空公司需再次裁減人手，以減低成本的消息；推
出不設名額的自願離職計劃，涉及機師、空中服務員及機場員
工等，但員工只以新合約的薪金為準，獲得 2 至 6 個月的賠償。
求神賜智慧予公司管理層及前線職員，讓他們找到方法，互相
配合，共渡艱難。同時祈求神有足夠供應給被裁員工，幫助他
們有時間另覓新工，讓他們在困苦中都能安然渡過。
為社會上每位父親、母親禱告，願他們從主裡得力去照顧家庭、
兼顧工作。又願為人兒女的都更懂得孝敬父母，主動表達關心。
322 的渠務問題仍有待解決，請會眾繼續為此代禱。
為患病的肢體及其家人禱告，願他們在困苦中仍得見神，又願
神的話語成為他們得力的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