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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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錦能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2022 年 3 月 12 日周末崇拜

聖餐默想．．．．．．．．．．． 曹錦能牧師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牧師

講題．．．．．．．．在主裏合一
講員．．．．．．．．簡民基牧師
經文．．．． 腓立比書 4 章 1-7 節

青年崇拜(直播) ～～ 下午四時

讀經．．．．．路加福音 12:35-48．．． 講員
講道．．．．．．蒙福的苦路．．．．．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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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 蒙福的苦路
講員．．．．．．．． 曹錦能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 12:35-48

崇拜暫停

2022 年 3 月 16 日周三崇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因疫情嚴重，確診數字驚人，考慮到教會、事奉人員和同學的健康和
安全，中神生命之道事工部迫不得已再一次決定取消來季的生命之道
實體課程，同學將會以電郵、中神網頁、手機應用程式、CMS 等收到

通知。


預苦期默想
預苦期（英文是 Lent，意即春天）
，又稱為大齋期，是教會傳統的節期之
一。預苦期總共四十天，從聖灰日（3 月 2 日）開始到復活節前一天結束
（不包括期間的六個主日，因為每個主日都是紀念基督復活的日子）。在
這段時間，信徒可以透過讀經、禱告、靈修、禁食、克己、節制、悔罪，
自我省察，操練靈性，紀念耶穌基督的受苦與犧牲，體會祂捨己的愛，並
懷着盼望，預備自己的心慶祝祂的復活。
今年，我們經歷疫情與隔絕，又面對世界的戰爭與混亂，我們更要歸向神、
親近神，盼望能藉著四十天的預苦期默想，與基督一同經歷這段朝往十字
架和邁向復活的旅程，重整我們的生命。我們會以馬太福音的經文為中心，
每一天藉著經文閱讀、反思問題及禱告，弟兄姊妹可在教會網站首頁上「預
苦期默想」的專頁內，找到靈修材料。在聖靈的引導下，同渡這重要的節
期，與基督同行苦路，期盼復活，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https://kllc.org.hk/lentenmeditation

3-4 月成長目標：服侍
3 至 4 月教會的成長方向為：
「服侍」
，而今年在嚴峻的疫情下，我們鼓勵
信徒在這段陰霾的日子，可以實際地參與服事鄰舍，我們有如下的建議：
1. 參與一項疫情期間可以的服侍。
2. 參與 3 月 2 日至 4 月 16 日的網上預苦期默想上主。
3. 參與 4 月 15 日的網上之受苦節默想聚會，或晚間的受苦節崇拜。
4. 參與每月 1 次或 2 次雙週祈禱會，為教會守望。
5. 參與服侍在疫情下的貧窮家庭，如除身派口罩、快測棒或捐贈糧油食品。
6. 關心疫情下活在恐懼、焦慮、不安和掙扎中的群體，當中除家人、朋
友、同事，也要關顧印傭姐姐及鄰舍。
7. 組長及組員的彼此服侍：以電話問候或以 zoom 彼此相交及代禱守望。


全年奉獻收據通告
請肢體留意，教會是按照政府稅務年度發出全年奉獻收據，故此，
欲作新全年奉獻登記的肢體，請於每年４月開始，詳細清楚列寫中 /
英文姓名(與報稅文件所需的資料相同)、地址及聯絡電話，並每次
在 whatsapp / signal /奉獻封上註明〝稅〞字或在  全年一張報稅收
據，以作通知本堂代為記帳(會眾需每年重新知會本堂），至 3 月尾
按政府財政年度終結時，本堂將於４月內才發還整年報稅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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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提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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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上帝》
(曲:吉中鳴，詞:區展熾，版權:ACM)

來敬拜上帝，來讚美上帝，榮耀至尊彰顯於世間。
來敬拜頌讚，全聖潔上帝，完備救恩千載到萬世。
* 萬口讚奇妙，稱頌祢，創造大能遍宇宙穹蒼。
來敬拜上帝，齊獻上活祭，傳頌我主恩典到萬世。
《詩篇 23》
(詞：詩篇 23 篇，曲：葉邵家菁，版權：我心旋律)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 祂使我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竿都安慰我。
2. 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筵席；
祢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福杯滿溢。
*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耶和華祢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平安》
(詞/曲:馬啟邦，編曲:潘盈慧，版權:敬拜者使團)

1.就算世界刮著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安舒。
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祢讓我站穩磐石之處。
2.就算捆鎖劫難縈繞著我，我心藏著不死盼望，
耶穌是我牧者，永在我旁，祢杖祢竿都安慰我。
* 主祢賜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賜，我的心不必再憂愁，
也不用膽怯。主祢賜下這平安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
受鞭傷使我得醫治，受刑罰讓我得到赦免。

[回應歌]

《主！我憂患的主》
(版權：不祥)

1. 從耶路撒冷到加利利，是流離失喪世代，
飢渴的咀臉刺透了祢心，呼救的哀聲壓碎祢肺腑，
從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是沒有盼望時代，
祢在十架上把生命傾流，澆灌了人心因人心荒涼，
2. 從耶路撒冷到加利利，是流離失喪世代，
飢渴的咀臉刺透了祢心，呼救的哀聲壓碎祢肺腑，
因著憂患祢形容枯槁，祢心也再不年輕，
從伯利恆城到各各他山，以愛為開始以愛為終結。
* 如果憂患使我更愛主，讓我經歷憂患，
如果憂患使我更愛人，讓我為愛傾流，
如果憂患使我補償，祢為我流乾的淚，
如果憂患使我貼近祢，主啊！我就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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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見證分享：獨行奇事的主
https://kllc.org.hk/%E5%AE%B6%E7%AE%8B

講道大綱

曹錦能牧師

講題：蒙福的苦路
經文：路加福音 12:35-48
大綱
1. 12:35-40

莫問期限 _ _ _ _

2. 12:41-46

莫計得失 _ _ _ _

3. 12:47-48

莫明恩深 _ _ _ _

問題討論及應用：
1. 面對今天的社會氣候，疫情，世界局勢，你的情緒如何？困擾？擔憂？
2. 你會否很怕活在張力之中？你真正害怕什麼？
3. 你會如何預備自己迎見再來的主？
4. 自身的利害得失是否常常牽動你的情緒？你可以平靜地接受自己吃虧
/失敗嗎?
5. 跟隨耶穌若意味著受苦 / 吃虧，你能接受嗎？什麼是我們面對苦難得
以勝過的最大動力？

 每週代禱欄 (3月13日至3月19日)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
教會 □



阿曼蘇丹國
阿曼蘇丹國是位於西南亞，阿拉伯半島東南沿海的國家，人口約
528 萬人。全國絕大多數居民信奉伊斯蘭教，而基督徒佔總人口
的 3.6%。阿曼為君主專制國家，無憲法和議會，禁止政黨活動。
教會設施受到限制，基督徒聚會受到監控，以記錄任何政治聲明
-並查看是否有阿曼國民參加。所有宗教組織都必須在當局登記。
阿曼政府加強對基督徒及其活動的監控後，基督徒，尤其是從伊
斯蘭教改信基督教的人，面臨更大的壓力。
禱告：
阿曼的許多基督徒來自其他國家，以移民工人的身份生活和工
作。為這些信徒祈禱，他們將能夠找到信仰群體，即使他們是從
伊斯蘭教歸主的信徒，也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當阿曼穆斯林找到耶穌時，他們可能會付出一切代價。祈求神保
護這些歸主信徒的安全，並帶領其他信徒前來幫助他們在信仰上
成長。祈求神幫助和安慰阿曼孤單的基督徒，或為信仰面臨巨大
風險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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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國在一月份短暫的疫情高峰期
后，目前趨於平穩狀態，各種限制入吉措施也越來越寬鬆。
禱告記念針灸事工依然繼續進行，求上主給他們智慧，讓他們知
道怎樣有效地與病人建立關係。
第五波疫情至今有 700 多間安老院舍出現染疫個案。爆發的情況
嚴重，員工也不能倖免，部分院舍在人手短缺下，受感染的員工
也要帶病照顧受感染的院友。再者，因為院友多是體弱的長者，
他們一旦受感染，死亡率很高，以致殮房都爆滿，要找其他地方
安置，這使家人增添傷心難過。另一方面，私家老人院的營運者
因得不到支援，唯有自救而感無奈。
烏俄戰事令大批烏克蘭人民逃亡至鄰近地區，求天父憐憫流離失
所的烏克蘭人，聽到難民的心聲，預備和開路給困苦的人。
為香港的防疫政策禱告，願制定政策者能夠看到市民的需要， 求
天父憐憫住在院舍的長者，伸出醫治的手保守他們。
繼續為確診了的弟兄姊妹、同工和他們的家人禱告，求天父醫治
和安慰病患中的；賜智慧和力量給陪伴的；保守和帶領支援的；
願天父醫治這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