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16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講員：黃國維博士

上午九時

司琴：楊斯妮姊妹

主席：杜嘉華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曹錦能牧師
讀經．．．約翰福音 6:1-15．．． 曹錦能牧師
講道．．．．．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2022 年 1 月 15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講題．．．．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講員．．．．．．．．簡民基牧師

主禱文．．．．．．．．．．．． 曹錦能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黃國維博士

司琴：何芷琦姊妹

主席：黃國璋弟兄

經文．．．．． 腓立比書 3:12-16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主席．．陳麗萍姊妹、謝秀琼姊妹

家事分享、公禱．．．．．．．． 祝宗麒牧師

司琴．．．．．．．．王惠明姊妹

讀經．．．約翰福音 6:1-15．．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 下午四時

講道．．．．．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講員

祝宗麒牧師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講題．．．．．．．耶和華的日子
講員．．．．．．．．李瑞媛傳道
經文．．．．．．．約珥書 2:1-17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主席．．．．．．．．方芷茵姊妹
敬拜隊．．．．．．．．．．Zera

崇拜暫停

2022 年 1 月 19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感謝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博士到本堂證道，願主親自報答。
2. 隨著本港變種病毒個案增加，社區傳播風險也增加，本堂將有限度維
持現場崇拜，並採取以下防疫措施至 1 月 20 日。
A. 星期六長者崇拜暫停(提供崇拜錄影)，直至另行通知;
B. 兒童崇拜暫停;
C. 主日中午堂及下午堂崇拜暫停;
D. 周三晚間崇拜暫停，直至另行通告;
E. 今月早堂聖餐將延至第四主日;
F. 教會將提早關門：星期一至六會在晚上九時關門，星期日會在晚上
七時關門。
3. 中神「生命之道」暫停聚會兩週至 1 月 20 日，並於 1 月 21 日或之前再就
重啟課堂的日期或安排和同學溝通，敬請留意：生命之道電子郵件、網頁
「最新消息」
、手機應用程式／中央管理系統主頁的「電子佈告板」
。
4. 一切安排將因應疫症情況修訂執行，會眾可致電本堂 23361696 查詢
或到本堂網頁 www.kllc.org.hk 留意最新修訂。
5. 第 161 屆水禮(12 月 19 日)及入會禮(12 月 26 日)相片已透過電郵發出，
請受洗者留意電郵信箱，並於 2 月 13 日前下載相關片段及相片。
（日期過後便會下架，多謝合作）


新朋友交誼日
由於疫情嚴峻，原定16/1（今日）舉行的新朋友交誼日，現時取消。
如有查詢或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1696。


招募 ~ 功課輔導班導師
有志關心和接觸基層學童的弟兄姊妹，邀請你加入功輔班導師行列，為
高小學童提供功課輔導服務。時間為平日下午 5:00-6:30, 每週一天。
有意者請到辦公室登記。如有查詢，請聯絡梁桂霞傳道或伍翠霞幹事
(電話：2336-1696)。


安息禮拜公告
陳鄭如娟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1 月 20 日(四) 晚上在世界殯儀館設
靈守夜，翌日早上 10:3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陳鄭如娟姊妹或其家人
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2022【新春福音傳遞 - 送贈親友】
網上認購
新春紅封包，正面印有熨金福字，背面印有福音金句，設計精美，共有
兩款：
1. 長形紅封包（8.8 X 17 厘米）
，每包 25 個，
特價優惠每包 HK$15 元。

2. 橫形紅封包（9 X 17 厘米），每包 25 個，特價優惠
每包 HK$15 元。

另外備有〈福〉字及〈新春全盒〉兩款
福音單張，可放入紅封包內送予親友。
免費送贈，送完即止。

除了紅封包，還有八福臨門之〈神來運到〉福音賀
歲劇（DVD），每張認獻價 HK$20 元。以上各樣貨品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領取時，不設找贖。

認購方法：https://forms.gle/W6S7nQ7x31tkZfzR7
或在福音栽培部壁報版拿取認購表格。填妥後，請交回鄧惠玲傳道信箱。
有關交收安排，稍後會聯絡跟進。
如有查詢，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2022 年
水禮 A 班

日期
時間
13/02/2022 至
早上
06/03/2022
9:15 -10:15
(主日)
08/02/2022 至
下午
08/03/2022
2:30 - 4:00
(二)

地點

截止日期

六樓
桃李門

06/02/2022
(主日)

2022 年
六樓
30/01/2022
水禮 B 班
青苗園
(主日)
(長者)
水禮班報名：
https://forms.gle/UJHW6cN6xbNo3WRJ7
16/02/2022 至
晚上
網上課程 06/02/2022
本堂2022 網上
06/04/2022(三) 7:30 – 9:30 (ZOOM)
(主日)
跨文化課程
【進入伊斯蘭世界】 內容：伊斯蘭的創立、擴展、信仰、日常生活、
Encountering the 靈性世界、文化障礙、如何接近及分享。
World of Islam
報名：
（EWI）
https://forms.gle/5sjw4f5vnveJTJqb9
A 班：上午
六樓
每月逢第 2 及 10:45-12:15 桃李門
不適用
第 4 個星期日 B 班：下午
2022 年
12:30-2:00
信仰探索班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重整信仰者
查詢或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 1696)
註：

報名後將收到基教部電郵確認接納報名(也可能在電郵垃圾筒內)
實體課程：請到時上課，不另通知，如有疑問請聯絡周傳道(2336 1696)。
網上課程：上課詳情稍後導師會另行通知。

奉獻本堂：
 支票方式：支票抬頭請寫「九龍靈糧堂有限公司」
(英文: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imited)
 櫃員機 ：本堂恒生銀行帳號為 285-1-113759
 經「轉數快」(FPS)轉賬：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160949137
轉賬後請把奉獻者姓名、奉獻項目(什一/差傳信心/拓建/其他……)
入數收據或網上過數截圖 WhatsApp / Signal 5263 3834 至本堂。

 每週代禱欄 (1月16日至1月22日)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土庫曼斯坦
土庫曼斯坦是一個中亞西南部的內陸國，西鄰裏海，北東南分別與
哈薩克、烏茲別克、阿富汗和伊朗接壤，面積 49 萬平方公里，是
僅次於哈薩克斯坦的中亞第二大國家，約 80%的國土被卡拉庫姆沙
漠覆蓋。人口約 603 萬人，當中土庫曼族為大多數佔 77%，其次烏
茲別克族佔 9.2%，俄羅斯族佔 6.7%，哈薩克族佔 2%，其他少數民
族包括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族 、韃靼人、高麗人等。在這個專
制的伊斯蘭國家，基督徒受到的逼迫主要是來自政府和社會。政府
對教會生活強加了許多限制，除非教會已經註冊，否則基督徒極可
能受到警察的突襲、威脅、逮捕和罰款。甚至俄羅斯東正教會和亞
美尼亞使徒教會的主日崇拜也可能受到監控，基督教材料的印刷或
進口也受到限制。穆斯林歸主者承受著來自家人、朋友和村民的巨
大壓力，要求他們放棄信仰。
禱告：
為教會領袖的身體、情緒和靈性健康禱告，他們為了這職份而承受
著巨大壓力。
祈求穆斯林歸主者得蒙保守免受傷害；他們的生命轉化能夠為
家庭、朋友和村民帶來重大影響。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及其團隊在馬島的服
侍，在疫情中的平安。黃牧師在 12 月 26 日在留尼旺醫院順利
地接受了心導管手術。黃牧師會在 1 月 17 日再次入院，計劃放
另一支架。此外，可能藥物影響，服藥後伴隨著不停的咳嗽，
而且口腔也長了不少痱滋。願主繼續保守帶領，讓他早日康復。
也願多日奔波勞碌的黃師母能夠有健康的身體和有質素的睡眠。
馬島疫情有反彈趨勢，求主保守教會各人能在疫情下平安健康。
願主賜足夠智慧給政府，做好防疫工作。
2021 年 12 月中有 7 位馬島青年受浸，願主繼續與他們 7 位同在，
在主裡茁壯成長！
農曆新年將至，惟本地疫情復燃，原定本月 26 日開鑼的農曆年
宵恐添變數。港府已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至本月 20 日，有參展花
農看淡今年活動或未能如期舉行，但政府尚未交代決定，令業
界進退失據。再者，因有花農原先看好今年市道而增加入貨量，
但現在憂慮散貨不成而蝕錢。
在疫情仍然持續下，願神賜予每位市民一顆平常心，做好基本
的清潔及保護措施後，不宜太過憂慮而影響精神及心靈健康。
為眾教牧同工預備講壇信息禱告，願神賜下祂要說的話，又願同
工有健康的身心靈首先去聆聽，再將神寶貴的話語闡釋出來。

清晨堂唱頌歌詞

《主！我高舉祢的名》
(版權:迎欣出版社)

主我高舉祢的名，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甚欣慰祢愛我，我甚欣慰祢救贖我。
祢從天上降世間，指引我路；在世間被釘十架，我罪得贖。
從十架到墳塋，從墳塋升回天；主我高舉祢的名。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詞、曲：曾祥怡 Grace Tseng，版權：讚美之泉)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每個刑罰為我承受。
恩典如海，四面環繞，失望羞愧時，祢仍擁抱著我。
[Chorus] 主耶穌，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祢永不放棄我。
主耶穌，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不論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難逼迫，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Bridge] 何等長闊，何等高深，天離地多高，祢愛多浩大。
無法測透，永遠無盡頭，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復興我》
(曲/詞：鄧淑儀，編：陳玉彬，版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求主更新復興我，讓我禱告到達祢寶座前，
打開天窗傾福賜下，渴慕祢靈來充滿我。
求主一生用我，願祢旨意行在我一生中，
每天更新過得勝生活，榮耀祢天天分享主愛。
* 我的心，與我靈，願意一生尊祢為大，
獻我心，獻我靈，讓我進到祢慈愛居所。
我的心，與我靈，願意一生尊主為大，
獻我心，獻我靈，燃亮我再次復興我。
[回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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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
我願將祢話語深藏在我心，作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
2. 哦主，求祢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祢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
*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
(使我成為祢所喜悅寶貴兒女)。

早堂唱頌歌詞

《祢是彌賽亞》
(曲:古中鳴，詞:陳芳榮，版權:ACM)

頌讚主，頌讚主，高聲歡唱，讓我舉起手來宣稱主聖名。
頌讚主基督，甘犧牲前來救罪人，祢是彌賽亞我主我上帝。
神大能今彰顯恩典豐富深厚天天都可見，
願意謙卑屈膝俯伏祢面前。頌讚主基督，
甘犧牲捨己救萬民，祢是彌賽亞，我主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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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神》(曲/詞:霍志鵬，版權:敬拜者使團)
1.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2.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
心緊靠祢進祢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 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祢，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Coda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回應詩]
《他們曾這樣獻上》
（詞/曲:盧永亨，版權:Music 2000 Ltd.）
曾聽說稅吏遇見主，然後將一半財物施予；
還有個孩童呈獻餅和魚，幾千人吃飽了還有餘；
窮婦女為何受讚賞，貧乏裡幾個錢盡擺上。
誰以極貴香膏，澆於主的髮上？她的故事世間要傳揚！
在海邊曾撇棄漁網，還決意跟主奔走他方；
誰更獻上性命，一生穿梭外邦，患難來臨時仍可心堅壯！
歷世多少人完全奉上？名利、富貴通通都不稀罕；
寧獻上最好的，抓緊天家的盼望，地老天荒仍不改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