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5 月 15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講員：黃德光先生
主席：李展庭執事

2022 年 5 月 14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講題．．．．．．．．怒目看耶穌

上午九時

司琴：楊斯妮姊妹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祝宗麒牧師
讀經．．．出埃及記 31:12-18．． 祝宗麒牧師
講道．．．．．．．．．
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
YHVH(Adonai) Mekaddishkem．．．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主席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講員．．．．．．．．．林晶傳道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經文．．．．．路加福音十三 10-17

講員：黃德光先生
主席：李展庭執事

主席．．伍惠香姊妹、黃潔萍姊妹
司琴．．．．．．．．鄧玉玲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
講題．．孩子們，以後你們要找我
講員．．．．．．．．朱秉仁先生
經文．．．． 約翰福音十三 1-38
主席．．．．．．．．梁卓男弟兄
敬拜隊．．．．．．．．．Shema

2022 年 5 月 18 日周三崇拜

司琴：楊斯妮姊妹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祝宗麒牧師
讀經．．．出埃及記 31:12-18．． 祝宗麒牧師
講道．．．．．．．．．
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
YHVH(Adonai) Mekaddishkem．．．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主席
主禱文．．．．．．．．．．．．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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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今主日有夏達華研道中心負責人黃德光先生到來宣講，願主親
自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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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2 年 5 月 15 日(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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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陳輝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5 月 18 日(星期三)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
舉行安息禮，翌日(星期四)早上 11:00 舉行祈禱禮，祈盼認識陳輝弟兄或
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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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暴雨和八號風球教會開放指引
黑色暴雨警號除下後，教會於 4 小時後重開。
八號風球於星期一至六下午 3 時前除下，教會於 4 小時後重開。
八號風球於星期一至六下午 3 時仍然懸掛，教會全日聚會暫停。
八號風球於星期日上午 6 時前除下，教會於 4 小時後重開。
八號風球於星期日上午 6 時仍然懸掛，教會全日聚會暫停。


崇拜溫馨提示
1. 下雨天仍滴水的雨傘請勿帶進崇拜會場，雨傘請放雨傘架，以免弄濕
地方。
2. 崇拜開始時請記得把電話轉靜音模式，崇拜進行中請勿通電話，或進
行拍攝或攝錄。若有需要接聽請到會堂以外地方。
3. 請各位聚會時亦小心保管手袋及財物。
4. 請勿把飲品帶進崇拜場所，崇拜進行中請勿飲食。
5. 請衣著以端莊為重，為避免一切暴露及不雅以造成尷尬，請勿穿人字
拖鞋、吊帶背心、低胸、露背、露臍、透視或過短之迷你裙…等。
6. 家中崇拜亦同時需準備心靈敬拜及親近主，崇拜進行期間勿與家人攀
談或進行家務，並以尊崇態度親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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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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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6 月)
水禮 A 班
2022 年(6 月)
水禮 B 班
(長者)

日期
05/06/2022 至
26/06/2022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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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禮班將會實體上堂，並於7月17日(主日)下午舉行水禮。
水禮班報名：
https://forms.gle/6txbAHMYZGjQGnPo7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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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網上
差傳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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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六樓

第4個星期日

10:45-12:15

桃李門

不適用

對象：青成年、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及重整信仰者
查詢或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 1696)

疫境同行2.0
生命成長
(5-6 月)
家庭

本周見証分享

- 1.疫境點滴

2.患難中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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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代禱欄 (5月15日至5月21日)
國度

宣教

職場

社會
教會



印度 - 奧里薩邦
奧里薩邦位於印度東部的一個邦，首府為布巴內什瓦爾。 奧里
薩邦為印度東部的邦，東臨孟加拉灣。 在奧里薩邦的森林裡，
有一群博塔達人過着像祖先那樣農耕漁獵的生活，博塔達人相信
他們的先祖是最早來到印度定居的群體之一。博塔達人是印度教
徒，他們只嫁娶同個族群的人，通常表親聯姻。若是在多元族群
共居的村莊裡，博達人會同住在一區，以免丟失了他們的身分認
同。博塔達人是表列種姓，主要說庫維語。雖有庫維語的新約聖
經及《耶穌傳》電影，但博塔達人幾乎是文盲，即便有福音影音
資源，貧困家庭也沒有設備接收這些訊息。
□ 禱告博塔達人願意讓宣教士進到他們當中，用他們可以使用的資
源和接受的方式傳講神的救恩。求聖靈預備他們的心，使他們願
對福音敞開，並接受上主為獨一的救主。
□ 禱告聖靈在博塔達人中間興起追隨者，在真道上裝備自己，勇敢
為主做見證，成為得人漁夫。
□ 禱告記念麥子、鴿子宣教士夫婦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5 月麥子
計劃與當地教會肢體一同去南部一些城市探訪，大概需要 12 個
小時的車程，為期 4 天。願神預備好機會，可以給當地人帶來一
些幫助。感恩養生館的病人反饋針灸對他們的病有幫助，麥子、
鴿子宣教士夫婦非常高興可以透過針灸服侍到當地有病的人。
□ 禱告記念他們計劃讓孩子們今年上小學，所以她們最近每天下午
去小學學習一段時間，以便更好地適應。願神幫助她們很快交到
朋友，儘快適應小學生活，並且預備夠用的學費。
□ 上星期的母親節適逢政府放寬社交距離的措施，母親們都能夠享
受家人為她們而設的慶祝，全城都熱鬧起來。讓我們繼續為母親
們禱告，因為這天職全年無休；她們又任勞任怨，實在值得欣賞，
不能忘記！願主的恩典(包括救恩)更多的臨到她們！
□ 在疫情持續放緩之時，同時亦出現酒樓感染群組。求主保守患者
得到合適醫治，順利康復；更求主繼續看顧，世界疫情得以止息。
□ 記念因種種原因未能回到教會參加實體聚會的肢體，求主堅固各
人渴慕主的心；又求主帶領教會為此作出適切的牧養。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安靜》
(曲/詞:Reuben Morgan，中譯詞:周巽光，版權:約書亞樂團)

1.藏我在翅膀蔭下，遮蓋我在祢大能手中。
2.我靈安息在基督裡，祢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 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敬拜及回應歌]
《我們呼求》
(曲:曾祥怡，詞: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粵語版)

1.共聚這刻渴望尋見祢，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一心單單跟我主。
2.願屬祢的子民百姓，也滿有主祢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全城來復興。
* 齊心的呼叫阿爸父，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祢已看見也定然聽見，祈求父祢恩典。
同心一起到祢跟前，全因祢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一起禱告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