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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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詠君傳道

2022 年 2 月 26 日周末崇拜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牧師

講題．．．．．．．．福音。門徒

讀經．．創世記 29:18-20,29:26-30,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1:1-10

30:25-31,31:3-7,31:11-13,31:38-42
．．．．．．．．．．講員
講道．．．．．工作裡的信望愛．．．． 講員

青年崇拜(直播) ～～ 下午四時
講題．．．．D 先生連環不幸事件
講員．．．．．．．．關愉欣姊妹
經文．．．．．撒母耳記下 6:1-23

2022 年 3 月 2 日周三崇拜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曹錦能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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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信徒對差傳繼續作出回應，本堂網頁已預備了「網上差傳回應
表」
，歡迎會眾填寫回應表、並在禱告及奉獻上支持本堂差傳事工。
回應表連結：
https://forms.gle/4JddTvBdKUgfZdmr7

2.

本堂將停止向外開放延續至 4 月 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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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1. 林翁海容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3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11:00
在靈實協會禮拜堂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林翁海容姊妹或其家人的肢
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3. 曾皇生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3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2:00 在
寰宇殯儀館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曾皇生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
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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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見證分享：福音魔術
https://kllc.org.hk/%E5%AE%B6%E7%AE%8B

講道大綱

岑詠君傳道

講題：工作裡的信望愛
經文：創世記 29:18-20, 29:26-30, 30:25-31, 31:3-7,
31:11-13,31:38-42
大綱
(一)

為我們所愛的人而工作 (創 29:18-20、29:26-30)

(二)

以信心面對人的有限 (創 30:25-31)

(三)

在工作裡望見神的同在 (創 31:3-7、31:11-13、31:38-42)

分享問題
1. 在你工作的困境中，有否因為愛而讓你繼續做下去？可否舉例分享？
2. 你最近在工作中有否體會過自己的有限？你的感受如何？
3. 雅各在工作的困境中仍然望見神的同在，你望見嗎？

家事提提你

<歷代志下>
網上研讀
(第三回)

11/03/2022 至
晚上
網上課程
08/04/2022
8:00 – 9:00 (ZOOM)
(五)
報名：
https://forms.gle/fJacj2XFzFY6etUD8

27/02/2022
(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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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網上
差傳回應表

2022 年
信仰探索班

回應表連結：
https://forms.gle/4JddTvBdKUgfZdmr7
查詢與聯絡：王玲幹事(233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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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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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堂唱頌歌詞
《讚頌祢的愛》

(曲:古丹青，詞:古丹青、陳奕楷，版權:2002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願意讚頌祢的愛，靠著祢越過障礙，在我生命作主宰，
為我肩擔苦楚痛哀，捨身背十架付上所有，傾出一切無悔的拯救，
無限眷顧赦我罪尤，引導我走。
* 讓我歡欣高舉我主權能，唱頌救主深恩，我共祢多麼遠都拉近，
靈命自祢更新，我要舉起手歌唱主權能，讚頌奇妙大恩，
從當天起得與主同行，能讓一生主愛導引。

《願我屈膝祢跟前》(曲/詞:徐沛昕，版權：音樂 2000 有限公司)
1. 主願我屈膝於祢跟前，主願我的心敞開，
我願能尋覓祢安躺於主手裡，願祢能扶助我引導我禱。
2. 主願祢的光普照世上，主願萬口向祢稱讚，
盼望神憐憫我這麼不配，願祢能聆聽我這禱告。
* 神啊！祢恩典萬般豐盛，澆灌了我心窩請祢導引，
我的心全屬於祢，我舉起雙手為要單單稱頌祢，
願祢能陶造我潔淨我心。求我的一生被主使用，
並時常尋見祢，瞻仰十架。遇見主奇妙的愛，
願作祢僕人，侍主一生不枉過，願聖靈常在我內心指引。
Bridge 是祢的大愛深深觸動我，助我脫離罪惡渡過黑暗。
願我的心每天緊緊跟隨祢，願我一生所有永屬我主。
《站於天地之間》(曲/詞：朱浩權，版權：不詳)
讓我得見天之光，讓我體會天之美，
在那光芒蓋掩裡，存著那施恩之座。
讓我不忘世間事，讓我記念世間痛，
但我心頭要緊記，屬天的恩典會下降。
* 站於天地之間，讓我作個敬拜的人，
處身悲傷幽暗的角落，要宣告祢同在，祢能力沒變改；
於這天地之間，讓我作個代禱的人，
容讓每個嘆息，搖動施恩的祢，讓屬天之光普照在世。
Bridge 讓讚美作信心的歌，讓祈禱成燃燒的火，
打開天之門，讓這地可見光。
[回應歌]

《因著信》(曲、詞：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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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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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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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代禱欄 (2月27日至3月5日)
國度

□

□
宣教 □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毛里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
毛里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通稱毛里塔尼亞，是西非阿拉伯國家
之一。 與阿爾及利亞、西撒哈拉、馬里、塞內加爾接壤。基督
徒在毛里塔尼亞是極少數，大多數人是穆斯林。在大約 490 萬
人口中，只有 10,900 人是基督徒。在毛里塔尼亞，從伊斯蘭教
改信另一種信仰是違法的。限制性的環境使基督徒（尤其是穆
斯林歸主者）無法公開聚會和一起敬拜。非毛里塔尼亞人基督
徒（例如移民或援助人員）的任何信仰表達也有可能被視為向
穆斯林傳教，並可能導致起訴。
禱告：
為毛里塔尼亞尋求敬拜神的秘密信徒禱告，他們的改變信仰是
非法的，他們的危險是真實的。祈求神為信徒們提供創造性的
方法，讓他們在艱難的信仰道路上找到彼此支持的力量。
為政府官員對宗教表達的新開放態度禱告。求神打開他們的心。
禱告記念新天地宣教士伉儷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感恩芒果城的
疫情稍有回落，新寶寶新學期已回校上課，求主保守學校可以持
續上課，也保守他們家庭的健康，不受感染。並記念新太太仍要
繼續處理脂肪肝問題，要持續節食減重和運動，並持之以恆。
感恩新製作的短片已完成，成為「撒種工程」另一新資源，請
記念有更多卡族朋友受感和受啟發。
記念他們正在禱告及探索未來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方向。
疫情愈見嚴峻，未能見頂，本港醫療系統超出負荷，大量確診
或檢測陽性的市民只能在家等候入院。有 200 多位的士司機響
應呼籲加入專屬車隊，願意接載這些市民中要求診的人士。此
外，也有約 200 輛中小型巴士參與接送確診但症狀輕微而安排
到社區隔離設施的人士，紓緩消防處救護服務的壓力。我們為
這些司機祈禱，求主保守他們免受感染。
香港疫情嚴峻，有大量確診市民湧到醫院求醫，甚至有醫護及
參與檢疫人員也陸續確診感染，醫療系統瀕臨崩潰。求主掌管
一切，保守各醫護及前線工作人員平安，並賜給各人健康與心
力，使受感染的巿民能得到適切的治療，渡過最嚴峻的時期。
在疫情嚴重的影響下，教會面對很多衝擊和限制。求主賜給教牧同
工智慧和信心，在困難中仍能牧養弟兄姊妹的需要，並帶領會眾一
起經歷主的同在和看顧，可以彼此扶持，看到神的恩典和賜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