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6 月 20 日
父親節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何捷倫傳道
司琴：周潔珠姊妹
主席：霍志浩弟兄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余劍雲牧師
讀經．．．．創世記 27:1-7．．． 余劍雲牧師
講道．．．以撒愛吃以掃的野味？．．．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余劍雲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6 月 19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講題．．．．．．． 長壽是福？
講員．．．．．．． 陳淑儀傳道
經文．．． 列王紀下 20 章 1-18 節
主席． 劉崇達執事、楊美娟姊妹
司琴．．．．．．． 王惠明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題．．．．．
忠義管家(二)之身家•性命
講員．．．．．．．． 林晶傳道
經文．．． 路加福音十二 13-21
主席．．．．．．． 李展庭弟兄
敬拜隊．．．．．． Followers

2021 年 6 月 20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 ～～ 上午十時正
講題．．．．．．．．．． 父愛
講員．．．．．．． 岑詠君傳道
經文．．．．．．． 創 22:1-19
主席．．．．．．． 徐慧儀姊妹
司琴．．．．．．． 廖曉恩姊妹
聖餐．．．．．．． 王華燦牧師

2021 年 6 月 23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 忠義管家
講員．．．．．．．． 林晶傳道
經文．．．． 路加福音十六 1-15
主席．．．．．．． 鄭曼莉姊妹
司琴．．．．．．． 周潔珠姊妹

講員：何捷倫傳道
司琴：鄧玉玲姊妹
主席：祝宗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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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宗麒牧師
讀經．．．．創世記 27:1-7．．． 祝宗麒牧師
講道．．．以撒愛吃以掃的野味？．．．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何捷倫傳道
司琴：鄧玉玲姊妹
主席：祝宗麒牧師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創世記 27:1-7．．． 祝宗麒牧師
講道．．．以撒愛吃以掃的野味？．．．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林晶傳道
司琴：李子安弟兄
主席：楊家泳姊妹
敬拜隊：利未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路加福音十六 1-15．． 王華燦牧師
講道．．．．．忠義管家．．．．．．．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家事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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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月 27 日(下主日)下午 3 時舉行按立牧師典禮崇拜，是日將安排同步
直播，下午堂崇拜者暫停一次，另下午 3 時後教會各層均用作當日聚
會使用，不會外借各小組，敬請留意。


與性小眾(LGBT)同行
日期: 7 月 3 日及 7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 7:30-9:30
地點: 本堂一樓
內容:
7 月 3 日(星期六)
康貴華醫生主講，從精神科醫生角度解構性小眾 LGBT，進而講解現在香
港最新情況，特別回應性小眾 LGBT 在臉書(FB)和媒體的風氣對弟兄姊妹
的影響。
7 月 10 日(星期六)
由香港心性教育協會輔導總監 Gloria 姊妹講解同行要點、見證。團牧羅
文麒牧師分享同行經驗和家長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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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6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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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提提你
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形式

截止日期

成長課程(三):
從「靈」開始

2021 年 7 月
4，18 及
8 月 1，15 日
每月第二及
第四個主日

星期日
下午 2:30-4:00

六樓
桃李門

27/6/2021
(主日)

信仰探索班

A 班：上午
實體
不適用
10:45-12:15
B 班：下午
網上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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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人員招募
崗位

內容

查詢聯絡/報名

司琴

- 協助各堂崇拜之司琴

曹傳道/

網絡直播

- 協助崇拜/聚會直播

辦公室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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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小組 - 在大時代中圍讀取暖
閱讀，使人得力！與弟兄姊妹一同閱讀，分享心得，更是好得無比！每
三個月，你可以與牧者及組員一起完成閱讀一本書，每期有 6 次聚會，
可以慢慢探討及體味每本書的特別，每個作者的文風，每個課題的內涵。
希望你也能開始這個閱讀之旅 !
A 組：
梁桂霞傳道
B 組：
祝宗麒牧師
C 組：
曹錦能傳道

第一期 書目

第二期 書目

盧雲：
《活出有愛的生命》
司傑恩:《上帝的美麗：
愛上耶穌認識的父神》

盧森堡：
《非暴力溝通 愛的語言》
司傑恩:《天國好生活：
實踐登山寶訓的人生》

魯益斯：
《獅子．女巫．魔衣櫥》

黃嘉樑：
《我們與不信的距離》

人數：每組 10 人 (3 組同步進行，因此每期只可參加 1 組）
日期：第一期 11/7,25/7,15/8,5/9,19/9,10/10
時間：下午 1:30
地點：3 樓
查詢：可聯絡梁傳道，祝牧師或曹傳道
報名：https://forms.gle/ueXkWzQSQ7TKhZXM9
截止：4/7/2021 星期日
書目簡介:
A 組：《活出有愛的生命：俗世中的靈性生活 Life of the Beloved》
作者：盧雲 Henri J. M. Nouwen
作者因回應摯友的要求，以揀選、祝福、破碎、施予來闡釋蒙上帝所愛的
生命內容，對於每日在世俗社會裏打滾，心裏卻不斷尋索生命成長的基督
徒而言，這本書的信息成為一個親切的鼓勵和叮嚀。
B 組：《上帝的美麗：愛上耶穌認識的父神
Good and Beautiful God: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God Jesus Knows》
作者：司傑恩 James Bryan Smith
這本深入淺出、情感豐富又能改變人心的書，將會幫助你發現耶穌活出的
生命觀點——你將認識耶穌所知的上帝以及祂所宣講的天國。本書也能協
助你操練靈命，使你在認識美善之神的過程中一天比一天成熟長大。如同
主耶穌與上帝的親密關係，我們也能夠在愛慕神中發現上帝的美麗，在上
帝的美麗中經歷生命的美好和色彩斑爛！

C 組:《納尼亞傳奇 : 獅子．女巫．魔衣櫥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作者：魯益師 C. S. Lewis
納尼亞被巨人與靈魔混血的白女巫統治，她讓納尼亞變成終年冰天雪地，
耶誕節永不降臨。古老預言中提到有四位「亞當之子」和「夏娃之女」
將結束這邪惡統治，因此當女巫知道有四個人類孩子造訪納尼亞，就決
心要將他們一網打盡……這時，納尼亞正義的精神阿斯蘭在失蹤多年後
也再度現身，一場奇幻的心靈冒險，就此展開。


網上雙周祈禱會 (ZOO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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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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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丘國興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6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1:00 在香港殯
儀館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丘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
家人作出慰問。

下午堂講道大綱
講題：忠義管家
經文：路加福音十六 1-15
一.精明管家 16:8-9

二.義的管家 16:8-9

三.忠信的管家 16:10-12

四.事奉神，精明忠義的管家 16:13

林晶傳道

清晨堂唱頌歌詞

《單單敬拜》
(曲/詞:葉邵家菁，版權:我心旋律)

獻上我的心給祢，獻上我所有為祢，
只願討祢喜悅，明白祢旨意，哦主！
獻上我的心給祢，獻上我所有為祢，
只願討祢喜悅，明白祢旨意！
1. 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
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獻上我所有，
單單就是來，愛你。
2. 我渴慕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渴慕你，超越所有的一切，
我渴慕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獻上我所有，
單單就是來，愛你。
3. 哈利路亞，哈利，哈利路亞 x3
用全心全意，獻上我所有，
單單就是來，愛你。
4. 主我愛你，用全心全意全人，主我愛你，超越所有的一切，
主我愛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獻上我所有，
單單就是來，愛你。
《獻給我天上的主》(曲/詞:TWs，版權:同心圓)
1.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2.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為祢我獻上頌讚。
Coda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回應歌]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曲/詞:霍志鵬，版權:同心圓福音平台)
求祢以真理引導我方向，求祢以真理陶造我，
使我能知道，判斷何美善，每步道路也不走差。
求祢以真愛注入我心裡，求祢以真愛燃亮我，
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每步道路也緊靠祢。
* 讓我愛祢，愛慕祢真理，盼祢教我得著永生愛，
全是祢捨身的愛，留下美善榜樣，我願全身心都歸祢。
願我謙卑渴慕祢指引，盼祢教我得著祢心意，全是祢永久的愛，
留下信念希望，現我在心底讚美祢。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全地齊讚頌》
(曲：Herry Smith，詞：凌東成，版權: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讚美天父我多愛祢，高舉主的聖名於這世上，
願祢百姓說出天父祢作為，常用讚美建築上帝的國。
*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過去現在未來，真光照耀，
全地齊讚頌祢大能，照遍永恆萬世。
《神祢名尊貴》
(作曲/英詞：Chris Tomlin，Jesse Reeves，Ed Cash，譯詞：李浩賢)

1. 榮光照遍萬里，君尊的上主。願各族也頌唱，各地也頌唱。
神祢光輝耀眼，連黑暗都避退。震動徹萬邦，震動徹萬邦。
2. 從亙古到現今，權柄永遠屬祢。歷世沒變改，歷世沒變改。
神聖三一父親，與聖靈基督，是永活救贖主，永活救贖主。
* 神祢名尊貴，高聲稱讚祢名尊貴，各方都可看見，神祢名尊貴。
Coda 極偉大聖名，極配受頌揚，我滿心讚頌，神祢名尊貴。
[回應歌]

《有一位神》
(曲：游智婷，詞：萬美蘭，版權：讚美之泉)

3.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4.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
《是愛》
頌恩詩班獻詩歌詞
(曲:吳文棟，詞:葉薇心，版權:天韻合唱團)

天為甚麼藍? 草為甚麼綠?
甚麼使月亮放光? 甚麼使太陽溫暖?
花為甚麼香? 鳥為甚麼唱?
甚麼使人活著有希望?
[愛使天藍 愛使草綠
神的愛使太陽溫暖 月亮放光
衪的愛使花香鳥唱
因為愛使人活著有希望] X2
如果有一天宇宙都變樣
[我們只求愛永在世上] X2

下午堂唱頌歌詞

《一首讚美的詩歌》
(曲/詞:朱浩權，版權:沙田浸信會)

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 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一首讚美的詩歌，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足印》
(曲/詞:馬宗傑，版權: Music 2000 Ltd.)

1. 憶當天的那段舊夢，祂仿似與我夜裡共行；
沙灘中的每段道路，編出祢與我兩雙足印；
漫漫路無論多少崎嶇，都有基督緊握我手；
遇寂寞但也不孤單，明白祢是共行。
2. 祂當天親身的應許，祂必會與我伴結前行；
一生中的每段道路，都必會帶領我經過；
路漸盡回望我的一生，雖有祂一起的腳蹤，
但絕望並困境之中，全是孤單足印。
3. 每次我心中多悲傷，祂怎卻遠去剩我獨行；
每次我感到是寂寞，祂怎卻遠去剩我孤單；
默默地在我身邊的主，跟我低聲輕輕說出：
「在絕望路裡的一雙，原是我的足印。」
* 回望我過去多少的失意，但祢每次每次也在旁，
是祢抹我淚痕，是祢揹我經過，
明白到有祢居於心深處，我不再是獨行，
前路有祢共行，留下雙雙足印。
[回應歌]

《立志擺上》
(曲/詞:DJS，版權:不屬於任何機構)

1.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恩深似海。
2.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
* 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裡面能盛載神豐足的厚愛。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每周代禱欄 (6 月 20 日至 6 月 26 日)



中國 - 廣西壯族自治區
有 3 萬 7 千鄂族人生活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的融水縣和羅城縣的
19 個村子中，融水縣是一個苗族自治縣，羅城縣是一個仫老族自
治縣，鄂族人口集中的地方是永樂鄉。鄂族人說的一種傣族話綜合
了 5 種鄰近語言的特點：壯話、仫老話、侗話、平話和桂柳話。因
此，鄰族人將他們所說的話稱作五色話。大多數鄂族人信奉萬物有
靈和祖先崇拜，現今在鄂族中也有佛教和道教的影響。
禱告：
求聖靈臨到鄂族，幫助他們分辨真實與謊言，帶領多人歸向基督，
得到永生。
求主幫助各種福音材料能以鄂族的母語發行，同時住在鄂人附近的
基督徒能夠搭起信任的橋樑，把他們帶領到上帝面前。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馬島的服侍，馬島政府
解除週末宵禁令，教會活動恢復正常，請為他們消毒及防疫工作禱
告，並感謝主為他們預備小米作全時間同工，她將協助咖啡廊事
工。
禱告記念提供馬島華人子女的"語言天地"網課，及"有話直說" 網
上信仰平台，感謝主為他們預備各級義工、老師，及製作綱上節目
團隊，使教會能建立橋樑去接觸華人家庭，並致力將信仰展示華人
社群。
我們不時聽到有行山者發生意外事件，救援人員疲於奔命！消
防員可以說與市民息息相關，除了要撲滅火警，竭力保護市民
生命財產，又要執行各種救援工作。因為工作時需要大量的勞
動，再加上有時要背負重裝備，所以要經常保持體能和健康。
我們要為他們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平安。
台山核電廠最近有放射性物質外洩，懷疑燃料棒出了問題。求
主保守一切，讓有關部門能與專家作出準確評估及找到解決方
案。
任期制執事選舉提名將在 1/7 開始，求主為我們預備合適的人
去為祂作工，願意一起承擔神給我們的職使，並同心帶領教會
及牧養弟兄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