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5 月 16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主席：李懷蓉傳道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但 10:1-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第三類接觸．．．．．．．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5 月 15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
講員．．．．．．．．簡民基牧師
經文．．． 腓立比書二章 12-18 節
主席． 蘇楚麗姊妹、謝秀琼姊妹
司琴．．．．．．． 鄭潔心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忠義管家
講員．．．．．．．． 林晶傳道
經文．．．． 路加福音十六 1-15
主席．．．．．．． 李懷蓉傳道
敬拜隊．．．．．． Followers

2021 年 5 月 16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 上午十時正
講題．．．．．．．． 丟掉垃圾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約壹 1:9、太 11:28
主席．．．．．．． 徐慧儀姊妹
司琴．．．．．．． 廖曉恩姊妹
聖餐．．．．．．． 簡民基牧師

2021 年 5 月 19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主席：莊燕玲幹事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恩詩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但 10:1-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第三類接觸．．．．．．．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主席：莊燕玲幹事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但 10:1-11:1．．． 王華燦牧師
講道．．．．第三類接觸．．．．．．．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王華燦牧師
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朱莉傳道
司琴：張秀麗姊妹
主席：鄭曼莉姊妹
敬拜隊：利未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簡民基牧師
讀經．．．．出埃及記三章．．． 簡民基牧師
講道．．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簡民基牧師

家事報告
1. 5 月 19 日星期三為公眾假期，是日本堂暫停開放，周三晚堂崇拜暫停
一次。
2. 本堂各層可聚集人數均因應防疫指引有人數限制，如已到達限定人數，
縱使仍見有空座位，會眾仍不能進入該樓層，不便處請見諒。
3. 會眾全年奉獻報稅收據已全部發出，若有查詢請與袁映紅幹事聯絡。
4. 原定 5 月 18 日(星期二)第二堂門徒訓練現改為 6 月 1 日(星期二)晚
開始，請參加者留意，如有查詢請與王牧師聯絡。
5. 第 161 屆水禮相片已透過電郵發出，請在 6 月 8 日前下載相關片段及
相片，過此日期後便會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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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信仰栽培及裝備課程
目的：訓練長者栽培導師及栽培員
日期：6 月 6 日及 13 日(兩堂)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人數：12 人
費用：$20，購書課本的費用(已有資助)
講授：簡民基牧師
報名方法：請直接與簡牧師聯絡(233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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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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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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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六樓桃李門

註: 若報名後未收到電郵
確認接納報名的回
覆，請聯絡周傳道。
截止：30/5/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
oag6QUsrUndJDJHw7
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日期：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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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6 1696。


安息禮拜公告
馮少文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5 月 20 日(星期四)晚上 7:30 在世界殯
儀館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馮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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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提提你
課程
信仰探索班

日期

時間

形式

截止日期

每月第二及 A 班：上午 10:45-12:15

實體

不適用

第四個主日

網上

不適用

B 班：下午 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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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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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第三類接觸
經文：但 10:1-11:1
一.憂國憂民

二.看見屬靈的事

三.禱告蒙應允，明白神說話

四.天上爭戰，神已掌權

回應問題：
1.

但以理禱告了多少日子上帝就垂聽他的祈禱，這給你什麼提醒？

2.

神的使者一共觸摸但以理多少次？每次但以理的反應怎樣？這對他
來說有何意義？

3.

天使要但以理明白他所傳的說話，用意何在？

4.

經文說他要回去與魔君爭戰，這需要你參與嗎？信徒面對屬靈爭戰，
應存怎樣的態度？從但以理身上，什麼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清晨堂唱頌歌詞

《恩典之路》
(曲/詞: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祢是我的主，引我走正義路，高山或低谷，都是祢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祢愛我認識我，永遠不變的應許，這一生都是祝福。
* 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
祢愛，祢手，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
祢愛，祢手，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腳步》(曲/詞:盛曉玫，版權:泥土音樂)
祢的腳步，帶着我的腳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每個腳步，我要緊緊跟隨，走在蒙福的道路。
* 求給我更多的勇氣，給我更多的信心，
讓我勇敢踏出跟隨祢的腳步。
跟祢行在水面上，跟祢走在曠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靠祢，只要更多順服祢，
凡是出於祢的我就默然不語。
就算經過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風雨，在祢手中都將變成祝福。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讚美之泉》
(曲：游智婷，詞：萬國蘭，版權:讚美之泉)

從天父而來的愛和恩典，把我們冰冷的心溶解，
讓我們獻出每個音符，把它化為讚美之泉。
* 讓我們張開口，舉起手，向永生之主稱謝，
使讚美之泉流入，每個人的心間。
《我要向山舉目》(版權：不詳)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的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下午堂唱頌歌詞

《耶和華永遠至高》
(曲/詞：霍志鵬，版權：TWS)

耶和華永遠至高，祂手裡滿有大能，
耶和華看顧賜福，祂拖帶天天保守，
耶和華至聖尊貴，祂得配世界景仰，
耶和華常存大愛，祂恩惠充滿萬世。
* 讓讚美獻與我的恩主，為愛我祂甘願犧牲愛子，
讓敬拜永遠歸給我主，願一生為主甘心擺上。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曲/詞：葛兆昕、陳慧慧，版權：有情天音樂世界)
1.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
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作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
2. 哦主，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
*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

四堂回應詩

《從亙古到永遠》
(曲/詞：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

1. 主啊，祢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祢的寶座從太初立定，亙古就有，
祢以威嚴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
2. 主啊，祢榮耀國度在我們的中間，祢的旨意滿有智慧，必要成就，
祢信實不改變，應許永不落空，掌權到萬代，不能震動。
* 我敬拜尊崇祢聖名，將榮耀歸祢，祢永遠常存，權柄永存無極，
唯祢是真神，是活神，是再來君王，喔主，祢的國度從亙古到永遠。
～～～～～～～～～～～～～～～～～～～～～～～～～～～～～～～
《願祢是我引導》
頌恩詩班獻詩
(曲：Paul Salamunovich，詞：Mao Chin-Chin)

願祢是我引導，我靈的主，世上無一物，可與祢比擬，
不論晝夜，祢是我亮光，祢也是我心最甜蜜思想，
願祢是我智慧，也是真理，我願親近祢，求與我同在，
祢是我天父，我為兒女，請來居我心，我與祢合一，
不追求財富，和人的誇讚，祢是我所有，從今到永遠，
祢唯有祢，居首位在我心，至高的君王，祢是我珍寶，
至高的君王，帶領我得勝，願天上喜樂，洋溢在我心，
不論遭何事，祢是我至寶，祢是我引導，哦萬王之王。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每周代禱欄 (5 月 16 日至 5 月 22 日)



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
敘利亞屬於中東阿拉伯國家，首都大馬士革是基督教的歷史名城，
使徒保羅就在這城因神蹟而遇見基督，開始跟隨主耶穌踏上改變世
界的宣教之路。大馬士革今天的人口約 239.2 萬，在 21 世紀初快
速發展，主因是年輕人移入這裡工作和受教育，近年來則有許多人
因為內戰而逃離大馬士革。大馬士革的基督徒人口比例大約為 15
至 20%，基督徒和穆斯林基本都能和平相處，同為敘利亞人的他們
都要面對戰爭這個嚴峻的挑戰，但身居少數劣勢的基督徒，在戰爭
以外他們還要面對信仰逼迫和持續不斷的威脅。
禱告：
大馬士革幾個基督徒宗派中最主要的是東正教，禱告各宗派能同心
在愛裡彼此扶持，並讓更多的穆斯林能像使徒保羅一樣經歷基督，
跟隨主耶穌。
為敘利亞的和平禱告，讓大馬士革這座古城能被重建，以至太平昌
盛。
禱告記念梁志韜牧師夫婦的身體健康，繼續守望，梁牧師因花粉過
敏症帶來鼻子的不適及身體痕癢，並為梁師母的耳暈症突然再次嚴
重，求主憐憫醫治，讓梁牧師夫婦脫離這痛苦。
感恩潔瑩母親的追思禮拜順利完成。求主掌管各家人的心，求聖靈
持續賜下安慰。
天皿暫時仍留在台灣上課，求主幫助他的線上學習。為日本的情況
禱告，求主開路；即或不然，求主帶領他回香港的準備。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逾年，重創本地經濟，最新失業率高企 6.8%。
有團體上月進行 1 項調查，結果發現逾 40%受訪基層市民因政府
的強制防疫措施(如強制檢測、停業令等，以致其任職的公司無
法正常運作)而無法正常工作，當中有近 90%人曾被要求放無薪
假、開工不足，有人甚至要借貸度日。基層在疫情嚴峻時生計
已大受影響、現時生活拮据……望政府放寬職津門檻，並設至
少 6 個月的追溯期等，以助基層渡過難關。我們為此禱告，記
念基層家庭的需要。
請記念印度看來一發不可收拾的疫情，求主讓各國政府都能提
供適切的協助，提供疫苗、醫療用品及氧氣瓶等，求主叫疫病
早日減退，並叫人民在困境中見到基督真光。
為 322 渠淤塞的問題能早日得以解決禱告，求主叫有合適的工
程公司協助處理有關問題。
近日多會友安息主懷，求主安慰當中家人，在悲傷中得著主的
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