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2 月 13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上午九時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錄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余劍雲牧師

2022 年 2 月 12 日周末崇拜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聖餐默想．．．．．．．．．．． 余劍雲牧師

講題．．．．我們都是天國的子民

家事分享、公禱．．．．．．．．．．． 主席

講員．．．．．．．．簡民基牧師

讀經．．．．．創世記 1:1-2:3．．．．

經文．．腓立比書 3:17-4:1 和修版

講道．．．．．．獨立滄茫？！．．．． 講員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青年崇拜(錄播)

下午四時

祝福．．．．．．．．．．．．． 余劍雲牧師

講題．．．．．．我們與信的距離
講員．．．．．．．．李懷蓉傳道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經文．．．．．． 希伯來書 11 章
聖餐默想．．．．．．祝宗麒牧師

2022 年 2 月 16 日周三崇拜

崇拜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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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因政府已經刊憲，將宗教活動場所納入 599F 的預防及控制疾病表列
處所中，由即日起（2 月 10 日）至 2 月 23 日，本堂將停止向外開放。
除本堂受薪同工外，弟兄姊妹請勿回到禮拜堂。
在這段期間，本堂仍會安排每週六的長者崇拜、青年崇拜和主日成
人崇拜的錄播或直播。主日中學生崇拜、其他小組、團契、課程等
均以網上形式進行。明白透過網上接觸或有不少未完善地方，懇請
各方體諒和禱告。
新政策必然帶來不同反應、意見、詢問、調節；求主保守我們眾人
的身體健康，更保護我們的心靈安康，在變幻的時候緊靠上主；同
時也不忘彼此代禱關顧，透過安全方式盡力保持聯繫，讓眾人在隔
離的時候不感孤單。



疫境同行 2.0
新冠病毒爆發至今持續超過 2 年，2022 年 2 月疫情更升溫至前所未有的
狀況，令整個社會進入了嚴冬。教會盼望信徒能在彼此扶持下跨越逆境，
鼓勵大家將一些疫情期間個人經歷上主看顧，保守及與上主同行的恩典，
投稿至「疫境同行 2.0」；分享見證將會放上教會網頁，讓彼此疫境中的
心路歷程能成為眾信徒的安慰、激勵。
信徒可將稿件電郵教會：chau@kllc.org.hk 或將文字分享見證電郵本堂
教牧同工(只收電子版，不收實體文字)，文字規限於 100-1000 字內；見
證分享亦可選用不記名方式，本堂將按內容的適切性刊登教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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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箋
2022 年華麗轉身
隨著科技的急速發展和世紀病毒的出現，教會為了讓信徒與時並進，在時
代更替中緊貼教會，因此，教會透過電子媒體傳遞資訊已是刻不容緩。
【家箋】─ 教會的喉舌，肩負傳遞教會信息，信徒生命成長見證的教會
刊物。2022 年，將華麗轉身由實體版改為網上版，稿件將一個月一次上載
於教會網頁，歡迎信徒把生命見證，小組生活、靈修心得等，經歷上主的
奇異恩典來稿家箋。
來稿的見證及相片提交，可透過如下的方式：
1. 電郵至 chau@kllc.org.hk
2. 投入基教部信箱或周國蘭傳道信箱，請清楚註明姓名及聯絡電話
3.上載至 Google Form : https://forms.gle/eCWPXwZxTQMDarpk6
請填妥表格，並上傳稿件及相片：
～ 稿文字數：500 - 1000 字
稿文格式：不限 (文檔、pdf 檔、簡報等皆可)
～ 相片張數：必須清晰，上傳 1 至 2 張
相片大細：每張大小不超過 10M

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可聯絡周國蘭傳道，電話 2336 1696
2022 年家箋
1 月見證分享：全是恩典：
https://kllc.org.hk/%E5%AE%B6%E7%AE%8B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歷代志下>
網上研讀
(第三回)

日期

時間

地點

截止日期

11/03/2022 至
08/04/2022

晚上

網上課程
(ZOOM)

27/02/2022

8:00 – 9:00
(五)
報名：
https://forms.gle/fJacj2XFzFY6etUD8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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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2022 至
晚上
網上課程 13/02/2022
06/04/2022
本堂2022 網上
7:30 – 9:30 (ZOOM)
(今日)
(三)
跨文化課程
【進入伊斯 內容：伊斯蘭的創立、擴展、信仰、日常生活、
蘭世界】
靈性世界、文化障礙、如何接近及分享。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報名：
Islam （EWI） https://forms.gle/5sjw4f5vnveJTJqb9
查詢與聯絡：王玲幹事(2336 1696)

2022 年
信仰探索班

每月逢第 2 及
第 4 個星期日

A 班：上午
10:45-12:15

六樓
桃李門

B 班：下午
12: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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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講道大綱

余劍雲牧師

講題：獨立滄茫？！
經文：創 1:1 - 2:3
大綱
一. 起初 (創 1:1)
1. 起初
2. 神
3. 創造
4. 天地
二. 運行 (創 1:2) 參申 32:11
三. 管理 (創 1:3-25)
1. 要
2. 分開
3. 看為好的
4. 各從其類
四. 造人 (創 1:26-31)
1. 形象、樣式 - 造人
2. 管理
3. 生養眾多
五. 安息 (創 2:1-3)
1. 歇了一切的工
2. 安息
3. 聖日
問題討論：(宜多聆聽、少意見、少批評)
1. 你認識創世的神嗎？對你有何意義，試與組員分享看法！
2. 你對受託管理世界有何理解？你會如何管理你與世界的關係？
3. 你如何安排休息日，試分享經驗？

 每週代禱欄 (2月13日至2月19日)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塔吉克共和國
塔吉克共和國簡稱塔吉克，中亞國家之一，位於阿富汗、烏茲
別克、吉爾吉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在中亞國家之中國土
面積最小。人口約 965 萬，約有 65,300 名基督徒，佔總人口不
到百分之一的比例。塔吉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專制的政府，
由於極權主義的領導結構，一切被認為「偏離」的群體都會受
到懷疑。當局對基督徒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他們縮緊了現有法
令，嚴格執行已有的法令，例如嚴格限制教會領袖的公開培訓。
禱告：
為教會領袖們禱告，塔吉克許多基督徒領袖是在巨大的風險下
跟隨耶穌的，政府可以隨時打擊他們的事工。
為塔吉克和整個中亞的的基督徒禱告，使他們能夠接觸和鼓勵
那些冒著一切風險敬拜耶穌的信徒。求主保護，使事工結出果
子，將基督的光帶到該地區和各地。
禱告記念彼得和佑寧宣教士伉儷在留港的日子，成為工人姐姐
們的祝福，在她們當中活出神的大愛，彰顯祂的大能。
求主祝福保守在 M 國相熟的穆民朋友和家庭，願神保守他們在
疫情下平安健康；幫助他們能維持生計，但願他們早日明白真
理，接受救恩。也求神保護中部歸主者群體，在瘟疫中更加投
靠神，繼續成為家族、鄰里中之「鹽和光」。
以往過農曆新年期間，不少市民前往戲院看賀歲片，但疫情下
戲院均被迫關閉，賀歲片無從上映，電影業界認為難以估計的
損失，對創作者和投資者都是打擊，令電影行業續漸萎縮。再
者，戲院再被勒令停業後，已開始要求員工清假，情況持續則
要員工放無薪假，甚至裁員。
剛公佈新一輪防疫政策進一步收緊，更多行業也面臨生計的壓
力，物價波幅，市民日常工作與生活都面對不便，宗教場所也
牽涉其中。求主教導信徒在動盪的環境中，盡忠成為平安的使
者，以人為先，身體力行成為別人的扶持者與同行者。
疫情的持續與蔓延，嚴重影響學校教學，尤以本屆 DSE 和 IB 考
生為甚。請禱告紀念考生在面對各種壓力時，懂得倚靠上主，
在未能預計的挑戰中，仍能經歷信仰的實在，得勝有餘。

早堂唱頌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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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求祢》(詩篇 63 篇)
(曲/詞：劉頌賢，版權歸 Milk&Honey Worship 所有，允許使用)

祢是我神，信實牧人，我的心願尋求祢面，
在我疲乏之處，乾涸之地，我心更渴想祢。
* 在祢聖殿裡，如此瞻仰祢，為要讚嘆祢恩典榮美，
因祢慈愛是我一生至寶，我口獻頌讚歸祢。
在祢翅翼裡，尋找主蔭庇，讓我緊緊快跑跟隨祢，
唯獨祢是我的拯救，百般患難裡的倚靠，
從幻變中尋求祢恩手，牽引我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