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5 月 29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講員：梁桂霞傳道
主席：曹錦能牧師

2022 年 5 月 28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講題．．．．．為我們爭戰的上帝
講員．．．．．．．．余劍雲牧師
經文．．．． 詩篇四十六篇 1-11
主席．．劉崇達弟兄、楊美娟姊妹
司琴．．．．．．．．楊斯妮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
講題．．．．．．．．．二想天開
講員．．．．．．．．．林晶傳道
經文．．． 撒母耳記上十四 1-23

上午九時

司琴：翁文慧姊妹
敬拜隊：撤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主席
讀經．．士師記 11:1-12、28-40、12:1-7．．主席
講道．．．．．耶弗他的我和我們．．．．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
曹錦能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梁桂霞傳道
主席：曹錦能牧師

司琴：翁文慧姊妹
敬拜隊：撤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主席
讀經．．士師記 11:1-12、28-40、12:1-7．．主席
講道．．．．．耶弗他的我和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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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周彥均姊妹
敬拜隊．．．．．．．．The Flock

崇拜暫停

2022 年 6 月 1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

崇拜暫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教會隨著疫情放緩，6 月第一週開始開放 3:00 下午堂實體崇拜。
2. 6 月 3 日(星期五)為公眾假期，是日教會一切活動暫停。
3. 會眾進入本堂提供 ZOOM 的網上聚會或祈禱會時，請大家必須開啟視
頻和音頻，讓大家彼此看見對方，在一個安全和透明的環境下彼此守望，
若有困難可向同工查詢。


網上崇拜直播
主日早堂時段(10:45)會繼續透過教會網頁安排網上直播崇拜，讓未
方便回教會的會眾都可以參與，但由於本堂直播崇拜面對攝錄器材、
技術及網絡傳輸的限制，影像與音效有時未如理想，我們仍努力各樣
嘗試改良中，對收看直播崇拜之會眾引起不便請見諒。


關愛家傭日 (5 月 29 日)
Domestic Helper Day

僱主可善用感謝咭向外籍家庭傭工送上祝福
Thank you 卡仍有少量可在一樓玻璃枱取，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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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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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022

28.4.2022

12.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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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主！我高舉祢的名》
(版權: 迎欣出版社)

主我高舉祢的名，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甚欣慰祢愛我，我甚欣慰祢救贖我。
祢從天上降世間，指引我路；在世間被釘十架，我罪得贖。
從十架到墳塋，從墳塋升回天；主我高舉祢的名。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詞、曲：曾祥怡 Grace Tseng，版權：讚美之泉)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每個刑罰為我承受。
恩典如海，四面環繞，失望羞愧時，祢仍擁抱著我。
[Chorus] 主耶穌，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祢永不放棄我。
主耶穌，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不論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難逼迫，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Bridge] 何等長闊，何等高深，天離地多高，祢愛多浩大。
無法測透，永遠無盡頭，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仰望主》
(曲：祈少麟，詞：葉薇心，版權：天韻詩歌)

* 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榮光，重擔脫落；
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榮光，心得自由。
1.我主在寶座上掌管世間萬有，
來認識祂大能權柄，
疑惑再不會久留。
2.我主在寶座上掌管世間萬有，
來認識祂大能權柄，
平安必代替憂愁。

二堂回應歌

《一顆謙卑的心》

（曲/詞:張靜雅，版權：611 靈糧堂）

「求祢給我一顆謙卑的心，給我一顆受教的靈
好讓我能走在祢的旨意裡，如同耶穌的生命。」（x2）
* 幫助我更多的禱告，幫助我更深的倚靠，
單單相信祢，深深敬畏祢，一生要跟隨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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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樓桃李門

9:00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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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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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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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至6月4日)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
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通稱尼泊爾，是南亞喜馬拉雅山脈地區
的一個內陸國家，北與中國相接，其餘三面與印度為鄰，與孟
加拉國僅隔 27 公里的走廊。人口約 3,050 萬人，主要宗教為
印度教，基督徒人口約 4.4%。 雖然尼泊爾不再正式是一個印
度教國家，但尼泊爾基督徒遭受的逼迫大多數都是來自激進的
印度教團體 - 他們希望該國回歸印度教。作為原住民族群成
員的基督徒也遭受逼迫。尼泊爾擁有豐富多樣的種族和宗族，
其中種族文化、傳統和儀式都被視為非常重要。一旦人們歸信
基督教，許多這些傳統他們就不再參與，而被社區視為排斥者。
他們也可能受到暴力的逼迫。
尼泊爾許多來自印度教的基督徒，在認識神後忍受著家人的抗
拒。禱告讓這些基督徒知道他們在全球基督裡的家人的真實性，
並感受到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正與他們一起禱告。
為尼泊爾政府禱告，政治不穩定使基督徒的生活變得不確定，
最近的反改教法使得跟隨神變得更加困難。求神感動尼泊爾領
袖的心，使他們允許真正的宗教自由。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在疫情中的平安及馬
島的服侍。為 Ansirabe 短宣所結果子代禱，自短宣隊離開後
有很多初信者流失，但其中一位當地受訓練栽培員，仍堅持繼
續培訓那些留下來的初信者。
禱告記念各項事工發展：培訓事工、扶貧事工、醫療事工、華
人事工、演藝事工、籌備咖啡事工。並為教會擴建工程代禱，
因場地不夠用，正擴建多用途活動室。
公營醫療系統醫護人手長期緊張，在 2021/22 年度，全職護士
的流失率更高達 8.2%，相當於 2,240 人，對公營的醫療服務的
質素有一定的影響。盼望大專院校增加培訓學額，政府又能增
加撥款加強醫護專業人員的培訓，並增加晉升的機會。
「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將於 5 月 31 日實施，對市民的日常
生活或會有影響，帶來不便；又可能影響食肆/中小微企的生
意。讓我們以禱告的心去適應，並為社會禱告。
教會在六月進一步恢復下午堂崇拜，惟中午堂仍然暫停。求主
帶領，讓大家屬靈的生命有更大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