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6 月 13 日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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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燕玲幹事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箴言 11:28．．． 祝宗麒牧師
講道．．．箴言選讀：錢錢錢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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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背十架跟耶穌的真門徒
講員．．．．．．． 羅文麒牧師
經文．．．．．．．． 路 9:23-25
主席． 謝秀琼姊妹、陳麗萍姊妹
司琴．．．．．．． 黃睿軒弟兄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難得平安
講員．．．．．．． 梁桂霞傳道
經文．．．． 路加福音 7:36-50
主席．．．．．．． 李熬霜姊妹
敬拜隊．．．．．． The Bridge

2021 年 6 月 13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 上午十時正
講題．．．．．．．． 難得平安
講員．．．．．．． 梁桂霞傳道
經文．．．． 路加福音 7:36-50
主席．．．．．．． 雷永光弟兄
司琴．．．．．．． 鄭潔心姊妹

2021 年 6 月 16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 箴言選讀：錢錢錢錢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箴言 11:28
主席．．．．．．． 劉崇達弟兄
司琴．．．．．．． 王惠明姊妹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李蔚麗姊妹
主席：劉崇達執事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青年詩班
聖餐．．．．．．．．．．．．． 祝宗麒牧師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箴言 11:28．．． 祝宗麒牧師
講道．．．箴言選讀：錢錢錢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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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崇達執事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青年詩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箴言 11:28．．． 祝宗麒牧師
講道．．．箴言選讀：錢錢錢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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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麗姊妹
主席：李展庭弟兄
敬拜隊：甘泉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箴言 11:28．．． 祝宗麒牧師
講道．．．箴言選讀：錢錢錢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6 月 14 日(星期一)為端午節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2. 中國神學研究院學生關愉欣實習傳道(升二年級)，將於本年 7-8 月期
間在本堂全時間實習，9 月到明年 5 月期間周末實習。
3. 太子道西 322 號的圍牆因用料不當及呈現不少補上去的石粉，為免日
後剝落，建築師已要求更換該批石材。


按立牧師典禮
本堂謹定於本年 6 月 27 日(主日)下午 3 時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按立典禮
如下：
日期：6 月 27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3:00-4:30
地點：本堂
受按牧者：曹錦能傳道
按牧團：王華燦牧師、余劍雲牧師、祝宗麒牧師、簡民基牧師、
林長健牧師、歐醒華牧師、黃嘉樑博士
是日將安排網上同步直播，由於舉行按立禮，是日下午堂崇拜暫停一次，
歡迎會眾出席，並為曹傳道獻上祝福及代禱。


離職通告
本堂堂務蘇永和先生(和叔)因健康理由已請辭本堂堂務一職，正式離職
日期為 2021 年 7 月 1 日。查蘇永和先生在任期間忠心服侍，深受眾肢體
愛戴，本堂不捨其離任並祝願其身體健康，生活更蒙主恩典。
請會眾繼續為蘇永和先生禱告，願主加倍施恩眷祐。


堂務就任
因應堂務需要，由 7 月 1 日起，本堂部份時間同工羅家俊先生將轉任全
職堂務工作，請記念其工作上之適應。

九龍靈糧堂
任期制執事選舉提名
為了要建立僕人領袖的領導事奉群體，並本著聖經的真理、聖靈的引導，
共同帶領教會，興旺福音，本堂已經確立長老執事選立規則。繼去年選出
任期制執事後，本年將於 2021 年 10 月 13、16 及 17 日在各堂崇拜後舉行
『任期制執事選舉會』，由本堂會友選出任期制執事。任期制執事的提名
將於本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進行。茲公佈有關執事候選人資格，並誠
邀有意承擔教會領導事奉的會友參加。
候選人基本資格：
a) 本堂會友，年 25 歲或以上，重生得救。
b) 在執事選舉會前三年 (由 2021 年 10 月 17 日計)內在教會任何具職銜
之事奉崗位中參與事奉，並獲 5 名本堂會友提名方可出選。
c) 同意有關本堂常務長執選立規則的條文，並經常務長執會審核資格。
d) 願意履行執事的職份至任期完結(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在任期內須出席定期會議，共襄聖工。
e) 非本堂受聘的牧師、傳道同工或其配偶。
※合共選出 3 個席位
參選辦法：
參選會友可於提名期間在一樓大堂玻璃桌上或辦公室索取「2021 任期制執
事參選及提名表格」，填寫個人資料，並獲得 5 名本堂會友提名後，將表
格交回王華燦牧師或簡民基牧師。
提名期：2021 年 7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查

詢：王華燦牧師 或 簡民基牧師 (電話：2336-1696)

*詳情請參考「2021 年任期制執事選舉簡章」

九龍靈糧堂常務長執會

去抑或留(三)- 英國生活分享篇
日期: 6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 8:00-9:30
地點: 一樓禮堂
分享嘉賓: 羅耀基牧師夫婦
內容:
1, 為信徒提供英國生活及教會資訊
2. 如何面對移民生活上之轉變及適應
3. 鼓勵在異地仍繼續堅守信仰生活


日期：2021 年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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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崇拜需知
1. 崇拜開始請記得關電話或轉靜音模式－ 崇拜進行中請勿通電話，或進
行拍攝或攝錄，手機除用作閱讀聖經及做筆記，閱讀教會資訊，請勿
用作打遊戲機、看臉書、或其他與崇拜無關的活動等。
2. 聖餐崇拜進行期間，需為保持安靜－不應作出交談，如非必要請勿進
出會場，以免對默想中的信徒造成騷擾，遲來者請在門外(一、二或三
樓副堂)稍候，待聖餐完結後才進場，若需領聖餐請知會司事，同時必
須餅與杯同領，並自行安靜默想。
3. 為尊崇上主，崇拜衣著以端莊為重－ 需避免暴露及不雅造成尷尬，請
勿穿人字拖鞋、吊帶背心、低胸、露背、露臍、透視衣著、過短的短
褲或迷你裙等 (有需要者可取披肩)。
我們感謝大多數信徒都能遵守崇拜出席應有的禮儀，為不時有外來朋友
參加本堂崇拜，為此，亦需不斷作出提醒，多謝各位合作。

2021 年秋季(7-9 月)
主日學課程簡介

成長課程(三)：從「靈」開始
靈修操練不僅於思考信仰，而是與神建立活潑的關係，繼而活出順服的生命。
課程從聖經中重尋靈修意義、認識靈修傳統，實踐持之以恆的靈修習慣，使
靈命在恩典中持續成長。
對象：受浸 3 年內的信徒
日期：2021 年 7 月 4，18 及 8 月 1，15 日(共四堂)
時間：星期日(第 1 周及第 3 周) 下午 2:30 - 4:0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梁桂霞傳道
截止：27/6/2021(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TM6AJHi8M1AuXA9Q8 或
到「基教部」壁佈板索取表格報名
註：課程暫定以實體形式進行，然而，教會的開放仍隨時受疫情影響
而改變，故是否落實開課情況，還請留意教會網頁或日後晨星公佈。



誠聘辦公室幹事
本堂誠聘辦公室幹事一名，協助辦公室日常的運作，包括一般文書、安
排維修、協助教會網上服侍，應徵者需為清楚重生得救之基督徒，中學
畢業，願意委身服侍，懂一般電腦應用，對網上服侍有興趣，善與人溝
通，有負擔者請把履歷寄交「九龍靈糧堂人事小組」或電郵
kllc@kllc.org.hk 人事組收，如認為合適則安排約見。


誠聘部分時間媒體幹事
本堂誠聘部分時間媒體幹事(工作時間/地點可彈性安排)，協助教會網上
媒體服侍，應徵者需為清楚重生得救之基督徒，大學程度，願意委身服
侍，對透過媒體服侍有負擔，善與人溝通，有負擔者請把履歷寄交「九
龍靈糧堂人事小組」或電郵 kllc@kllc.org.hk 人事組收，如認為合適則
安排約見。

70 周年堂慶
「禱告@主前」
合一同心 使命人生

全球在新冠疫情的陰霾下，從南到北，由東到西，無遠弗屆，沒有人能置
身事外。掌管天地的上帝是世人的盼望及惟一出路。「這稱為我名下的子
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七 14)
靈糧兒女阿，我們是上帝君尊祭司，讓我們活出使命人生——行公義好憐
憫與上帝同行。我們更要舉起聖潔的手，同心為百姓呼求上帝的憐憫，好
叫上帝的慈愛充滿人間，叫軟弱的變剛強，貧窮的變滿足，哀傷變為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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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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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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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珥(1-3)、摩(1-9)、代下(1-36)、拉(1-10)


事奉人員招募
崗位

內容

司琴

- 協助各堂崇拜之司琴

網絡直播

- 協助崇拜/聚會直播

查詢聯絡/報名
曹傳道/
辦公室報名

講道大綱
講題：箴言選讀：錢錢錢錢
經文：箴言 11:28
一.我們從何處學會處理金錢？

二.聖經有話說

三.金錢的魔力

四.愛錢成癮

五.求主給我們智慧

回應問題：
1.

你從何處學懂處理金錢？

2.

提起金錢，你覺得對自己誠實嗎？

3.

怎知自己沒有被金錢捆綁？

4.

信仰與金錢如何共存？

祝宗麒牧師

清晨堂唱頌歌詞

《讚美耶穌》
(頌主新歌 210 首)

1. 讚美！讚美！耶穌我親愛的救主；全地歌唱將主妙愛傳揚！
歡唱，歡唱，眾天使在高處歡唱；尊貴、榮耀都歸主聖善名！
如同牧人，耶穌保護祂小羊；主的膀臂終日懷抱牧養。
2. 讚美！讚美！耶穌我慈悲的救主；為我眾罪受苦流血死亡；
主是磐石，是永遠救恩的盼望，讚美！讚美！耶穌被釘君王。
高聲歌唱，耶穌擔當我憂傷，無比慈愛，何奇妙何高深！
3. 讚美！讚美！耶穌我永遠的羔羊；天上群眾高歌唱和散那！
耶穌救主統治掌權直到永遠，加冕上主──先知、祭司、牧長！
基督降臨，戰勝世界眾罪惡！榮耀、權能都歸耶穌我王。
* 讚美！讚美！傳揚祂無比的大愛；讚美！讚美！歡唱直到萬代！
《親眼看見祢》(曲/詞：鄧淑儀，版權：基恩敬拜)
有祢，我生命不一樣；有祢，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我不害怕困難；有祢，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深處裡求告祢，祢在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我堅固避難所，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願祢的話》
(曲/詞：夏昊霝，版權：愛敬拜)

願祢的話成就在我身上，我願順服仰望，
願祢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因祢是我的王。
* 願祢的靈照祢應許降臨在這裡，至高者的能力復庇這地，
我深相信祢的話語滿有能力，我願意降服祢照祢的話而行。
Bridge 使我因祢的話語，成為蒙恩的兒女，
因祢的靈與我同行，祢話語的能力，
如今充滿在我心，使我心得堅立。
《因著信》(詞/曲：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憑信，他離別吾珥；因信，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
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我們懷著憑據；因信，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下午堂唱頌歌詞

《將心給我》
(曲：吳秉堅，詞：翁慧韻，版權：HKACM)

假若我有無限智慧，我甘棄主腳下。
假若我有財物滿貫，我交給主手中。
我願這生獻呈為祢，願明白祢心意。
不用獻我財物智慧，將心給我。
《我獻上自己》(曲、詞：林婉容，版權：小羊詩歌)
1. 主，我願更深認識祢。主，我願遵行祢旨意。
負祢的軛學祢的樣式，背起十架跟隨祢。
2. 主，我願一生敬拜祢。主，我願尊榮祢聖名。
如同香膏為祢傾倒，滿足祢心意。
* 讓世人得見祢榮美；讓世人得聽祢聲音；
讓世人得嚐祢救恩；我獻上自己！
3. 主，我願更加親近祢。主，我願貼近祢的心。
願祢榮耀在我身彰顯，願祢國度降臨！

四堂回應詩

《親眼看見祢》
(曲/詞：鄧淑儀，版權：基恩敬拜)

有祢，我生命不一樣；有祢，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我不害怕困難；有祢，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深處裡求告祢，祢在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我堅固避難所，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
教會 □
□
□

每周代禱欄 (6 月 13 日至 6 月 19 日)



伊拉克共和國
庫德人是一個生活於中東的遊牧民族，與鄰國土耳其、伊朗、敘利
亞的庫德同胞被分割在這幾個國家裡，成為受壓抑的少數民族。伊
拉克的庫德人住在北部的庫德斯坦自治區，人口約 450 萬，他們佔
了伊拉克人口的三分之一，多數是農民，放棄了祖先半游牧的生活。
在伊拉克獨裁者海珊用化武屠殺他們的期間，許多庫德人逃到北邊
的伊朗，以及邊境的安全區域，有許多人至今仍留在被疾病籠罩的
難民營中。
禱告：
求天父為感到孤立、被各國拋來拋去的庫德人禱告，他們需要認識
神對他們的愛與接納，求主預備宣教士或基督徒接觸庫德人，並遇
見對福音敞開的平安之子，幫助福音使者走進庫德人的關係網絡中，
被他們接納信任。
願聖靈的大能臨到向庫德人傳福音的信徒身上，使聆聽福音的庫德
人也被聖靈大大充滿。
禱告記念麥子、鴿子宣教士夫婦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讓他們在吉
國工場能夠擁有健康的身體，更有力量奔天路；求天父給他們更多
的智慧和愛心去接觸當地人，讓他們都能活出美好的生命見證。
記念孩子們的語言問題，學習俄語是一個困難的過程，需要一段時
間的熬煉，求天父給她們智慧去學習和交朋友。
安全駕駛無疑是當司機(尤其是巴士司機)的基本條件，而需要
的情緒丶精神丶體力等，都十分重要；巴士司機每天接觸數以
百計的乘客存在一定的壓力與及健康風險。因為幾乎整天都坐
在駕駛席上，維持同一個姿勢，並時常要看左右兩邊，令肌肉
勞損。在疫情下要常戴上口罩，令他們倍感辛苦。請大家記念
巴士司機的需要，支持他們爭取應有的工作環境及基本權利。
社區再次出現不明源頭感染，求主保守止住疫情擴散，並醫治
受感染者，早日康復。
天氣持續高溫，求主看顧戶外工作人士、劏房及板房戶，保守
他們身體健康，賜智慧讓他們有方法加添涼快，晚間有安眠。
請記念 322 需要通地下去水渠事宜，求主給承辦工程公司有智
慧處理淤塞，又早日解決淤塞問題。
暑期將至，記念青少區及白田的暑期活動籌備工作，求主預備
所需人力物力，預備更多少年人參與其中，得聞福音。
求主引領「疫要開飯」計劃所接觸的街坊朋友，有開放的心靈
明白福音，又求主加力予一眾關懷大使，悅納他們所作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