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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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時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錄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祝宗麒牧師

2022 年 4 月 2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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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公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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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梁桂霞傳道
經文．．．．．．士師記 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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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三)：撒但的阻擋．．．講員
三一頌．．．．．．．．．．．． 祝宗麒牧師
祝福．．．．．．．．．．．．

祝宗麒牧師

青年崇拜(直播) ～～ 下午四時
講題．．．．．．．．．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帖撒羅尼迦前書(三)：撒但的阻擋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2:14-20

2022 年 4 月 6 日周三崇拜

崇拜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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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期的疫境同行 2.0 已放上本堂網頁，歡迎按入網頁連結：
https://www.kllc.org.hk/%E7%96%AB%E5%A2%83%E5%90%8C%E8%A1%8C2.0


受苦節日間默想
日期: 4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在這段時間可隨時到教會網頁，進入「受苦節日間默想」連結，參與錄播
的受苦節默想，時間約 40-45 分鐘。
教會今年會參考盧雲所著「與祢同行」這本書的內容，讓我們一同與主同
行苦路的十四個站，迎向主的復活。盼望大家可以藉著主耶穌的受苦和復
活，能夠與受苦的人聯合起來。主耶穌已拆毀一切的牆。所有創傷苦痛都
屬基督，這些傷痕讓我們認出，祂是我們復活的主。建議大家下載網上附
有的「默想扎記」，將你在默想過程中的領受寫下來，以便在之後可以重
溫及再思。


受苦節晚間聖餐崇拜(網上錄播)
日期:
時間:
講員:
題目:
經文:

4 月 15 日(星期五)
晚上 8 時
陳誠東牧師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靈修部主任)
與主相遇．苦傷路
路 23:26-34、路 23:39-43

今年受苦節，讓我們在心靈上與主同行苦傷路，渴望主更新我們愛主的心。


安息禮拜公告
黃育民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4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2:00 在沙田富山
殮房舉行祈禱儀式，隨後到富山火葬埸舉行火葬禮，祈盼認識黃弟兄或其
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７０周年堂慶獻呈
多謝靈糧兒女們踴躍支持，為慶祝九龍靈糧堂 70 周年堂慶獻呈：
「一步一
腳印」之「我眼中的九龍靈糧堂」特刊，網上版已隆重登場。
歡迎信徒到教會網頁查閱。實體版的特刊將於疫情紓緩後印刷後派發。

70 周年堂慶網上版連結 :
http://www.kllc.org.hk/ebook_details?pkey=180


家箋
2022 年華麗轉身
2022 年，
【家箋】華麗轉身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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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s://kllc.org.hk/%E5%AE%B6%E7%AE%8B

2022 年家箋
4 月見證分享：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https://kllc.org.hk/%E5%AE%B6%E7%AE%8B

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可聯絡周傳道，電話 2336 1696

夏達華週五查經班：利未記
2021 年，凡已報讀週五查經課程〈利未記〉的學員，2022 年新一季上課
的日期及時間，請準時網課。詳情如下：
上課日期： 5 月 13、20、27 日，6 月 10、17、24 日，
7 月 15、22 日，8 月 12、26 日
9 月 9、16、23 日，10 月 7、14、21 日
上課時間：星期五晚上 7:30-9:30
如有疑問，請直接向夏達華研道中心查詢：
電郵：info@hadavar.org.hk
電話：(852) 6208-2693


疫要開飯 2.0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來十三 16)
第 5 波新冠疫情 Omicron 急速升溫，受感染家庭個案幾何級數而上，確診
者的圍繞，令人憂慮及擔心。「疫要開飯支援計劃」所關顧的基層家庭及
劏房戶，不論小孩或長者都相繼確診，再加上經濟急速下滑，基層群體正
處身失業、病患、抗疫等種種壓力之下。有見及此，貧窮人事工已即時重
啟「疫要開飯支援計劃」，扶助危困中家庭。
現鼓勵弟兄姊妹們除了為基層家庭代禱，亦懇請以行動一同關顧貧困社群，
奉獻金錢以支持「疫要開飯 2.0」(由教會代購抗疫物資)，援助水深火熱
中的家庭。讓我們不只單顧自己的事，也「看見」我們鄰舍的需要！
有感動奉獻者，可將金錢存入教會帳內 ，並註明“疫要開飯 2.0”，
奉獻方式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s://kllc.org.hk/%E5%A5%89%E7%8D%BB%E6%9C%AC%E5%A0%82
如有疑問或查詢，可聯絡周傳道，電話 233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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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要開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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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活動

<尼希米記>
網上研讀

日期

時間

地點/
導師

截止日期

21/04/2022 至
26/05/2022
(四)

晚上
8:30 - 9:30

ZOOM
曹錦能牧師

10/04/2022
(主日)

報名：
https://forms.gle/sck9pQ6PnP7YjHFZ7

<哥林多前書>
網上研讀

16/4、30/4、
14/5，28/5、
11/6、25/6、
9/7(六)

下午
3:00 – 4:00

何捷倫
聖經導師
(夏達華
研道中心)

10/04/2022
(主日)

報名：

https://forms.gle/qLtXes6smraMgahW8
註：
1. 報名後將收到基教部電郵確認接納報名(也可能在電郵的垃圾郵件中)，請
到時上課，不另通知，如有疑問請聯絡周傳道(2336 1696)。
2. 以 zoom 形式上課，參加學員必須“開啟視訊”。
3. 上課 ID 及密碼將於上課當日或之前以 whatsapp 形式送出。
從聖灰日 2/3 開始到復活節前一天結束
預苦期默想

https://kllc.org.hk/lentenmeditation

2022年網上

回應表連結：
https://forms.gle/4JddTvBdKUgfZdmr7

差傳回應表

查詢與聯絡：王玲幹事(2336 1696)
每月逢第 2 及

2022 年
信仰探索班

第4個星期日

A班：上午
10:45-12:15
B班：下午
12:30-2:00

六樓
桃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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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堂唱頌歌詞

《祢是神》
(曲詞：西伯，版權：共享詩歌)

祢創造諸天，祢創造深海，祢創造星月太陽。
祢創造深淵，祢創造山川，祢創造廣大宇宙。
* 祢創造我，是我主宰，以祢慈愛環繞我。
天要述說，地要歌頌；我心敬畏祢是神！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詞/曲:馬啟邦，編曲:潘盈慧，版權:敬拜者使團)

1.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榮耀遍全地，在禱告良辰，靜觀祢的美。
恬靜，我沉默主座前，毋用多片言，在禱告前，祢已清楚我需要。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由祢全權來帶領。
*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2. 今日，我求問主的國，求問主的義，王的旨意，如陽光遍地彰顯。
*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Bridge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國度權柄榮耀，全屬祢直到永遠。
《主啊求祢憐憫我》(詞/曲:TWS，版權:敬拜者使團)
每天新的清晨，心裡默默地盼望，
期望恩主的愛天天充滿賜能力上路，
其實我是多麼願意為祢天天的背起，
這十架無奈對我實太重。
我的心多麼渴求，心裡默默地等候，
期望心中的刺可給取去有能力上路，
如若祢是刻意讓我面對鍛鍊這信心，
盼望祢賜我堅忍不放棄。
主啊！求祢憐憫我，賜我新心再歌頌，
願將心中的刺交給主祢專心的上路，
主啊！求祢憐憫我，可否給我再開始，
願將心中的愛再度獻給祢。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帖撒羅尼迦前書（三）：撒但的阻擋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2:14-20
一. 保羅為主作工的心

二. 為主作工的代價

三. 迫害與撒但的阻擋

四. 誰阻擋誰？

討論問題：
1.

若我們信主前就知道，信主後為主作工或會有艱難困苦，我們還會信
主嗎？我們信主是什麼原因？

2.

我們曾因跟隨耶穌，遇見什麼困難？我們將來會遇見困難嗎？為什
麼？

3.

我們怎樣面對困難？以前的我們是怎樣面對？我們為將來又要有如
何準備呢？

4.

怎樣知道我們有否奉神的名，卻作了傷害教會/他人的事？不做不錯
又是否出路？

 每週代禱欄 (4月3日至4月9日)
國度

宣教

職場

社會

教會



伊拉克 - 沼澤阿拉伯人
伊拉克位於西亞-中東地區的共和國，沼澤阿拉伯人為居住在伊
拉克南部美索不達米亞沼澤的族群，由許多部落與部落聯盟組成。
1970 年代約有 50 萬人口，但許多人在沼澤地乾涸後逃離，今
日僅約 4.8 萬人居住于此，他們傳統上捕魚、飼養水牛、以稻作
為生，在沼澤中建造蘆葦棚屋而居。20 世紀末伊拉克政府抽乾
美索不達米亞沼澤，對其生存區域造成嚴重破壞，大多數沼澤阿
拉伯人均流離失所。
□ 求主為沼澤阿拉伯人因戰爭而流離失所，在別無選擇的環境中，
開拓一條得救的道路，差遣福音使者來到他們當中，好叫基督得
著他們的心，謙卑地來尋求基督。
□ 為沼澤阿拉伯人努力付出恢復特殊生態環境禱告，也為回到家園
的人能尋到生命活水禱告。
□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疫情中的平安。他們
已返回馬島，因馬島是高原而導致血壓偏高，生活與事奉要從新
調較，求主幫助他們從新出發。
□ 4 月3-9 日馬島教會組織短宣隊一行20 人到馬島中部
（Antsiabe )，
短宣活動包括： 佈道、培訓、醫療服侍，藉此行動鼓勵全教會
參與宣教，請為這宣教薪火相傳的事奉禱告！
□ 請繼續為清潔工人禱告。他們因疫情工作量及工時都增加，且防
疫的裝備嚴重不足(如保護衣、膠手套和口罩等)和質量低，不少
工人出現不同程度的焦慮。甚至有染疫的工人都被要求上班，身
心都承受很大的壓力。盼望政府多加留意，並敦促外判公司改善
裝備，保障工人的安全。
□ 繼續為俄烏戰爭禱告，祈求主止息刀劍、憐恤受戰事影響而避走
他方的烏克蘭人、同時亦保護在俄羅斯因反戰而受牢獄之苦的人
民。願主的公義彰顯，又願主的平安臨到每位仰望祂、投靠祂的人﹗
□ 記念這段日子因各種原因而安息主懷的肢體並他們的家人，求主
的安慰臨到、親自撫平他們的傷痛、擦乾他們的眼淚，更願主復
活的應許成為他們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