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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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9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默想．．．．．．．．．．． 曹錦能牧師
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牧師

講題．．．．．． 如果命運能選擇
講員．．．．．．．． 曹錦能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 16:19-31

讀經．．．．路加福音 16:19-31．．．． 講員
講道．．．．．如果命運能選擇．．．．．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曹錦能牧師

青年崇拜(直播) ～～ 下午四時
講題．．． 你要 connect(結連)，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我要 connect(結連)，
大家要 connect(結連)
講員．．．．．．．． 林詠儀傳道

崇拜暫停

經文．．．．．．約翰福音 15:1-12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2022 年 4 月 13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有關主日崇拜直播/錄播服務，崇拜若遇外來講員，網頁上之講道將會
主日當天晚上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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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札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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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雙週祈禱會(ZOOM)
4 月份的教會雙週祈禱會仍會選用網上 ZOOM 進行，歡迎信徒到教會網
頁連結。
日期: 4 月 12 日(星期二)(網上 ZOOM 祈禱會)
時間: 晚上 9:00-10:00
內容: 敬拜禱告，為城市及教會守望。
註：參加者需開視像並請準時 9:00 到本堂網頁(www.kllc.org.hk) 按
上指定之連結。

2022 基教部夏季(4 月至 6 月)課程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導師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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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日)

報名：

https://forms.gle/qLtXes6smraMgahW8
<尼希米記>
網上研讀

21/04/2022 至
ZOOM
晚上
26/05/2022
8:30 - 9:30 曹錦能牧師
(四)
報名：
https://forms.gle/sck9pQ6PnP7YjHFZ7

05/06/2022 至
早上
六樓桃李門
26/06/2022
9:00 -10:30 余劍雲牧師
(主日)
2022 年(6 月) 02/06/2022 至
下午
六樓桃李門
水禮 B 班
30/06/2022
2:00 - 3:30 簡民基牧師
(長者)
(四)
(水禮班暫定實體上堂，若受疫情限制會改以zoom形式進行)
水禮班報名：
https://forms.gle/6txbAHMYZGjQGnPo7

2022 年(6 月)
水禮 A 班

17/04/2022
(主日)

29/05/2022
(主日)
29/05/2022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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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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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提提你
預苦期默想

疫要開飯 2.0

2022年網上
差傳回應表

從聖灰日 2/3 開始到復活節前一天結束
https://kllc.org.hk/lentenmeditation
凡奉獻關心疫情下基層家庭者，可將金錢存入教
會帳內 ，並註明“疫要開飯 2.0”，入數收據
或網上過數截圖 WhatsApp / Signal 5263 3834
至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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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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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真偉大》
(譯詞：劉凝慧，青年新歌 1，版權：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1. 君尊的主，我每次觀賞祢手，鋪張一切，令心中滿震撼；
觀賞星月，聽到了天邊震響，主威彰顯，沒止息遍宇宙。
2. 心中思念：主怎麼差祂愛子，犧牲捨己，未可參透意義；
背我重罪，釘身血淌加略山，擔當苦架，願捨身赦我罪。
3. 歡呼不絕，基督必親身再返，多麼歡慰，在天家永唱頌；
謙卑俯伏，敬拜獻心底讚聲，宣主恩惠，頌恩主至偉大。
* 獻上讚歌，因祢願施拯救，衷心稱揚，祢真偉大！
獻上讚歌，因祢願施拯救，偉大至高，我心頌讚！
《住在祢裡面》(曲/詞:曾祥怡，粵詞：盧淑儀，版權:讚美之泉)
在那乾旱的四周多渴慕神，在那荒野獨處中搜索祢面。
重回安息方可得救，平靜讓我找到方向，
我期盼似鷹展翅向著祢。
* 求讓我一生，永住祢裡面，猶像那枝子緊緊相連樹幹中。
求讓我一生，永住祢裡面，求活水滔滔於心裡永不枯竭。
[回應歌]
《重演這生》 （曲/詞:佚名，編:Mac Chew，版權:Music 2000 Ltd.）
1. 曾否夜靜看星辰？曾否盼望前途在我手？
曾否失意徬徨？曾否不知方向？
前路遠，還是孤身的再走。
曾否落淚說分離？曾否往日濃情亦放手？
誰知昨日良朋現已各有新的方向，常幻變，誰又最是恆久？
原來耶穌降生，留低救恩，流血說我愛罪人，
憑十字架沉重代價，來讓我再活新生。
原來拿出信心，能得永生，憑著信會看見父神，
讓我明白到我知道這是愛。
2. 曾否玩樂後怕一人？才知快樂原來沒永久。
曾經可愛事情能否一生擁有？時日過仍是空虛的再走。
曾否獨處一人？曾否錯後餘留後悔心？
曾否軟弱無能病裡思想一生真諦，無奈處問這一生為何走？
原來耶穌降生，曾犧牲，還說要赦免罪人，
來尋覓我，來原諒我，來讓我再活新生。
求能拿出決心，重演這生，前路遠要靠祢導行，
願意離罪惡這一生再活過。

講道大綱

曹錦能牧師

講題：如果命運能選擇
經文：路加福音 16:19-31
大綱
1. 重新選擇 _ _ _ _

2. 重新選擇 _ _ _ _

3. 重新選擇 _ _ _ _

思考問題：
1. 你過去曾否作出令你今天感到後悔的抉擇？若你有機會再來一次，你
認為你會作出另一個決定嗎？
2. 你在那一方面最需要上帝的幫助？上帝如何成為你的盼望？
3. 你會習慣拖延嗎？如是，為什麼會如此？如何可以改善？
4. 你是否常常希望有神蹟發生，才感到神的同在？為何會如此？
5. 你信聖經話語的能力嗎？願你可以常常讓聖經的話語滲透你的生命。

 每週代禱欄 (4月10日至4月16日)
國度

宣教

職場

社會

教會



西非 - 喀麥隆
喀麥隆是非洲西部一國，首都雅溫得，人口約 2,650 萬。喀麥隆
是一個世俗國家，基督徒佔人口的 61.5%，有些地區住的主要是
穆斯林，而伊斯蘭極端主義正在這些地方發展。在喀麥隆各地從
伊斯蘭教改信基督的信徒普遍遭受逼迫，他們若告知任何人他們
的新信仰，又或是在他們的東西裡發現有聖經，他們會面臨很大
的危險，包括來自廣大的社區及其直系親屬的危險。信主的婦女
經常被迫嫁與非基督徒，在北部也有這樣的案例，就是基督徒的
孩子被穆斯林親戚強迫去上伊斯蘭課程。
□ 為喀麥隆政府祈求上主，讓政府能採取具體措施保護易受攻擊的
社區。
□ 禱告遠北的教會領袖能得著神的智慧和力量去服侍那些受逼迫、
流離失所和受創傷或脆弱的基督徒，伸出神慈愛的雙臂，向他們
展示祢溫柔的關懷，保護他們不再遭遇暴力。
□ 求主保守梁志韜牧師夫婦一家的身體健康，繼早前兒子天諾感染
冠狀病毒痊愈後，梁師母也感染冠狀病毒，有喉痛、暈及嘔，但
卻沒法服用西藥，所以比較辛苦。接著梁牧師也感染了，求主憐
憫醫治恩典臨到梁牧師和師母身上，在主內滿有平安，早日康復。
□ 求主繼續帶領他們回港的準備，請繼續記念梁師母的身體，在回
港前的這幾個月健康能多點進步。
□ 有不少清潔工或保安員因工作地點不合資格，或者公司沒有積極
替員工向政府申請而得不到特別防疫津貼。祈盼政府能聽取意見，
一方面擴大津貼的範圍；另一方面，可考慮容許以個人名義申請，
以至所有前線員工都受惠。
□ 為老師們準備於四月底復課禱告，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心靈去備
課。又為學生們的適應禱告，經過漫長的假期後，求主賜他們積
極學習的心。
□ 為新一季基教課程禱告，求主賜同工們智慧去備課。又為參加課
程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讓他們不但聖經知識上長進，心靈上都
更貼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