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5 月 8 日
母親節主日
清晨堂崇拜～～～～～～～～
講員：岑詠君傳道
主席：霍志浩弟兄

上午九時

司琴：李蔚麗姊妹
敬拜隊：撒拉弗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余劍雲牧師
讀經．．．路得記 1:22-2:7、1:11-13、
1:15、1:18．．．．．．．．講員
講道．．．．為人母親是一份職業．．．．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主席
祝福．．．．．．．．．．．．． 余劍雲牧師

講題．．．．為人母親是一份職業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2 年 5 月 7 日周末崇拜

講員．．．．．．．．岑詠君傳道
經文．．．路得記 1:22-2:7、
1:11-13、1:15、1:18

講員：岑詠君傳道
主席：霍志浩弟兄

司琴：李蔚麗姊妹
敬拜隊：撒拉弗

講員．．．．．．．．祝宗麒牧師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曹錦能牧師
家事分享、公禱．．．．．．．． 曹錦能牧師
讀經．．．路得記 1:22-2:7、1:11-13、
1:15、1:18．．．．．．．．講員
講道．．．．為人母親是一份職業．．．．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主席
祝福．．．．．．．．．．．．． 曹錦能牧師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3:1-13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主席．．莊燕玲姊妹、杜嘉華姊妹
司琴．．．．．．．．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直播) ～～ 下午四時
講題．．．．帖撒羅尼迦前書(四)：
患難中的團契生活

主席．．．．．．．．劉愷信弟兄
敬拜隊．．．．．．．．．．Zera
聖餐．．．．．．．．祝宗麒牧師

2022 年 5 月 11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教會隨疫情放緩，開放更多實體聚會，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
2. 會眾請自取晨星或可用 QR CODE 上教會網頁閱讀。若有聖餐安排，將會
放置在各層的出入口處。請會眾自取密封的杯餅，以備聖餐進行時用。
3. 疫境同行 2.0 – 新二篇“疫境點滴及患難中的恩典”見証分享，請
瀏覽教會網頁。
4. 5 月 9 日(星期一)為公眾假期，是日教會一切活動暫停。

雖然疫情已整體受控，政府亦加快放寬社交距離等限制，但因著疫苗通
行證的措施，仍有部份弟兄姊妹未能親身回到教會場所參與實體崇拜，
教會感到掙扎與無奈。一方面我們期望整個措施是暫時性，在不久將來
或會全面解禁；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只專注或集中於單一地方聚會，
故此，為了更能回應主的呼召，同工們正積極探索更多可能性，以照顧
因各種原因未能回來的肢體及接觸更多新朋友，其中包括在不同地方建
立遵主吩咐的信仰群體。
若弟兄姊妹因不同原因未能參與現時處所聚會，或想了解更多有關未來
發展更多信仰群體的異象，歡迎聯絡我們。


網上雙週祈禱會(ZOO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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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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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動態

祝宗麒牧師於今主日早上外出元朗靈糧堂講道。

  

水禮及轉會通告

 



1. 7 月 17 日(主日)下午 3 時下午堂崇拜時段將舉行今年第一次水禮，是
次崇拜將結合水禮進行，暫定 7 月 11 日(星期一)晚上 8 時在本堂一樓
舉行水禮講解會，凡欲參加是次水禮者，請填妥水禮申請表交辦公室
同工以便安排約見。(註:參加水禮者必需已完成水禮班)
2. 若有會眾已參加本堂一年並考慮轉會，請到辦公室索取轉會申請表，
填妥後請在 6 月 26 日前交回以便約見。


疫要開飯 2.0
「齊享兩餸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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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信徒踴躍支持「疫要開飯 2.0」募捐行動，
幫助受第５波疫情影響下的家庭。為了舒緩或減
少受疫情影響下家庭的經濟壓力，「疫要開飯
2.0」將於五月逢星期四下午展開「齊享兩餸飯」
關懷社區行動，免費提供約 150 個兩餸飯盒予
土瓜灣十三街或附近的街坊，扶助獨居長者或逆
境中的家庭。
疫要開飯關懷社區行動需要你的支持，現鼓勵信
徒除了為基層家庭代禱外，亦懇請大家以行動齊
來關顧貧困社群，奉獻金錢支持「疫要開飯 2.0」
之「齊享兩餸飯」行動。讓我們不只單顧自己的
事，也「看見」逆境下我們鄰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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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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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2 年 5 月 15 日
時間：上午 9：30 - 10：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內容：遊戲、互相認識、介紹教會架構及聚會
歡迎最近參與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如有查詢或報名，
請聯絡鄧惠玲傳道 23361696。


生命成長(5-6 月)：家庭
5 至 6 月為生命成長月，我們鼓勵信徒將生活焦點轉向「家庭」，一起參
與或學習，建立健康的家庭。
1.更多與家人一起禱告及建立家庭崇拜。
2.疫情稍為舒緩後，嘗試安排與家人一起外出郊遊行/運動時刻。
3.五月母親節及六月父親節：向父母表達關懷，邀請父母享受美食。
4.觀賞網上有關建立和諧婚姻成長的節目。
5.與孩子參與坊間促進親子關係的講座或活動。
6.學習鼓勵家人或向家人表達欣賞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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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見證分享：愛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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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何等尊貴》
(選自新歌頌揚)

1.尊貴，何等尊貴，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何等尊貴；
尊貴，何等尊貴，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敬拜祢。
2.聖潔，何等聖潔，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何等聖潔；
聖潔，何等聖潔，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敬拜祢。
3.耶穌，我主耶穌，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主耶穌；
耶穌，我主耶穌，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敬拜祢。
《真摯的愛》(詞:何維健，曲:吉中鳴，版權:撒種音樂事工)
祢在十架犧牲為我，就算痛苦都跨過，發放愛光芒，
祢是我一生寄託，愁和淚不再，我現找到這平安。
祢讓我這生經歷愛，能共祢真不枉過，暖透到心內，
這份愛心中滿載，此刻到未來，祢是永恆永活那主宰。
獨有主永沒變遷，主恩每日倍添，光照著每天，祂的愛在引牽，
未畏懼種種挫折，信心的磨鍊，縱絕處神仍在我身邊，
神恩典愛真摯。(神千載也不變。)

《天國在人間》
(曲/詞:TWs，版權:同心圓)

求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爭競世界播下美善，
祈望真光照耀幻變歪曲世代，俗世洪流清心見祢面。
求給我一顆憐恤的心，在苦痛世界播下盼望，
凝望恩主笑臉釋放憂傷困惑，盼這地世代重現天國。
* 願見喜樂傳遍生機得再展，罪惡驅走，
張眼看晴空廣闊，回復愛的真摯。
心窩泛起讚頌，綻放笑臉滿愛歡唱，
用我生命回應，譜出新讚歌，十架凱歌起奏，
證神恩美善，投入愛相呼應，
歡呼震響壯麗萬有，滿愛建世間天國。
願祢國度降臨，父祢旨意成就，盼世上各地都歸向祢。
Coda 願祢國度降臨，願見天國在人間，這世上各地榮耀全屬祢。

二堂回應歌
《以愛還愛》
（曲:何維健，詞:盧淑儀，版權:撒種音樂事工）

賜下祢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為祢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靠在祢身旁，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呼喊的，祢都親手撫摸，
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
* 主祢當得敬拜讚美，祢恩典覆蓋這地，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祢起，
榮耀頌讚歸與祢讚美，祢關心親切細膩，
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

講道大綱
講題：為人母親是一份職業
經文：路得記 1:22-2:7、1:11-13、1:15、1:18

一. 為人母親是一份職業 (1:22-2:7)

二. 學習接受被照顧 (1:11-13、1:15、1:18、2:2)

分享：
1.

你正在經歷照顧人，還是被人照顧的階段呢？

2.

你接受和享受這個角色嗎？

3.

拿俄米與路得的關係，對你有甚麼提醒？

岑詠君傳道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日期

2022 年(6 月)
水禮 A 班

05/06/2022 至
26/06/2022
(主日)

2022 年(6 月)
水禮 B 班
(長者)

02/06/2022 至
30/06/2022
(四)

時間

地點/導師

早上
9:00 -10:30

六樓桃李門
余劍雲牧師

下午

六樓桃李門

2:00 - 3:30

簡民基牧師

截止日期

29/05/2022
(主日)

水禮班暫定實體上堂，若受疫情限制會改以zoom形式進行，而
水禮將於7月17日(主日)下午舉行。
水禮班報名：
https://forms.gle/6txbAHMYZGjQGnP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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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網上
差傳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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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代禱欄 (5月8日至5月14日)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在伊朗各地，毒癮是一個開放性的傷口，伊朗毒品控制總部說有
近 300 萬吸毒者。有些人將此歸咎於失業，但一個關鍵原因是：
海洛因便宜且氾濫。為了阻止海洛因和鴉片通過鄰國阿富汗的邊
界流入，政府官員正在與毒品販子進行艱苦的戰爭。在世界各地，
基督徒經營著有效的戒治中心，並且方法很管用，伊朗地區也有
許多人已經擺脫毒癮，他們的見證使許多人歸信基督。伊朗地區
仍然非常需要更多的基督教戒治中心，而且隨著婦女吸毒成癮率
上升，需要更多的女性戒治中心。
祈求上主幫助伊朗政府有效地打擊毒品的販運和流通，也保守人
民拒絕毒品的誘惑。求大能的主幫助吸毒者徹底斷開毒癮的捆綁，
救出被魔鬼俘虜的他們。盼望有更多基督教戒治中心，在專業戒
毒及靈性方面來服事吸毒者及其家庭。
祈求聖靈醫治他們空虛的心靈，使他們對主和屬神事物產生強烈
的飢渴，時時被聖靈充滿，不再尋求毒品來滿足心靈。當他們毒
癮發作或意志軟弱時，求主慈愛雙手不斷挽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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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穩定，新寶寶可以繼續實體回學校上課，大家庭可以實體聚
會。請記念保守各老師同學的健康，不受感染，可以繼續上實體
課。感恩新寶寶和新太太雖然曾有輕微發燒，但沒有染病，休息
過後已康復。
禱告記念他們暑假的述職安排，面對老家很多不穩定的情況，求
主為他們開路，施恩憐憫，預備合適的時間並各方面的安排。
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調查顯示，在職基層長者的工資不但嚴
重偏低，又因為工時過長以致勞損及痛症，需要長期覆診及服用
止痛藥；而且未能受惠於「僱員補償條例」。再者，他們所有的
強積金金額完全未能保障退休生活，又因現時嚴緊的入息上限而
未能申請「長者生活律貼」
。祈盼政府關注在職基層長者的需要，
適時檢討及改善有關的計劃和條例。
針對疫情而設立的疫苗通行證，使到因各種原因未能合規定接種
的市民在生活與工作各層面都很受影響，請弟兄姊妹守望相助，
紀念他們的需要。
DSE 進入第二週的考程，請記念各考生的健康與體力，並與主同
行， 平安喜樂地經歷這個不容易的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