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6 月 5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莊燕玲姊妹

2022 年 6 月 4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
講題．．．．．當平凡遇上不平凡
講員．．．．．．．．周國蘭傳道
經文．．．． 創世記二十五 19-26
主席．．劉崇達弟兄、楊美娟姊妹
司琴．．．．．．．．陳澤琳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
講題．．．．．．．．．小心地滑
講員．．．．．．．．祝宗麒牧師
經文．．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8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莊燕玲姊妹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

崇拜暫停

司琴：高民惠姊妹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光詩班
家事分享、公禱．．．．．．．．．．． 講員
讀經．．．帖撒羅尼迦前書 4：1-8．．．講員
講道．．．．．．．小心地滑 ．．．．． 講員
三一頌．．．．．．．．．．．．．．．．講員
祝福．．．．．．．．．．．．．．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崇拜暫停

敬拜隊．．．．．．． The Bridge

2022 年 6 月 8 日周三崇拜

司琴：高民惠姊妹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聖餐．．．．．．．．．．．．． 祝宗麒牧師
家事分享、公禱．．．．．．．．．．． 講員
讀經．．．帖撒羅尼迦前書 4：1-8．．． 講員
講道．．．．．．．小心地滑 ．．．．． 講員
三一頌．．．．．．．．．．．．．．．．講員
祝福．．．．．．．．．．．．．．祝宗麒牧師

主席．．．．．．．．陳安來弟兄
聖餐．．．．．．． 祝宗麒牧師

上午九時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徐慧儀姊妹

司琴：魏明昕姊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祝宗麒牧師
家事分享、公禱．．．．．．．．．．． 講員
讀經．．．帖撒羅尼迦前書 4：1-8．．． 講員
講道．．．．．．．小心地滑 ．．．．． 講員
三一頌．．．．．．．．．．．．．．．．講員
祝福．．．．．．．．．．．．．．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教會週六長者崇拜及主日 3:00 下午堂已恢復實體崇拜。


禱告小組
每月一次，共 8 次，從聖經中選取 8 段經文，從中學習禱告的真義，建
立以神為中心的禱告生活。
日期：2022 年 7 月 - 2023 年 2 月，每月第一個週二
時間：晚上 7:30 - 8:45
地點：待定
人數：上限 10 人
有意參加的弟兄姊妹，請進入連結 https://cutt.ly/3Jh325o 或二維碼報名。
查詢請聯絡梁桂霞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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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見證分享：將心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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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陳少平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6 月 7 日(星期二)晚上 7:30 在世界殯
儀館舉行安息禮，翌日(星期三)早上 10:00 舉行祈禱禮，祈盼認識陳
少平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清晨堂及早堂唱頌歌詞
《耶穌、耶穌》
(詞、曲:曾祥怡,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耶穌喔耶穌，聖潔的救贖主。耶穌、耶穌，豐富賞賜者。
耶穌喔耶穌，至高的得勝者。耶穌、耶穌，全能醫治主。
* 讓凡有氣息都說：聖哉、聖哉、聖哉。
祢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永不改變。
讓凡有氣息都說：聖哉、聖哉、聖哉。
唯有祢是配得一切榮耀，尊貴和頌讚。
《有一位神》
(曲：游智婷，詞：萬美蘭，版權：讚美之泉)

1.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2.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詞：曲麗華，曲：林婉容，版權：小羊詩歌)

風風雨雨的時候，才知道祢的溫柔；
多年前，幾年後，仍然相信祢恩手。
一年年的長大，一次次的切慕，祢都陪我，安慰我，憐憫我！
* 祢說會陪我走過春夏秋冬──疼我，引導我，保護我！
倚靠耶和華的人，什麼也不怕，倚靠耶和華，一個不撇下！
Bridge 祢總不撇下我，永遠不離開我，晨昏夜晚陪我度過；
我的日子如何，祢的恩典更多，在這一切事上靠祢勝過！

下午堂唱頌歌詞
《祢是王》
(詞:鄭楚萍，曲:吉中鳴，版權:HKACM)

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祢是王，
尊貴主，我景仰，屈膝祢前，讓我頌讚祢。
《主信實無變》
(曲/詞:陳鎮華，版權:ACM)

1.慈愛主信實無變，在每天清晨，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陰晴，主愛勵勉。
2.慈愛主信實無變，日影西斜，主愛更溫暖。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冬暖，主愛復眷。
* 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引牽。困苦、壓逼、
憂心、掛念，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
《誰曾應許》
(曲/詞:盧永亨，版權:音樂 2000 有限公司)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 因祢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祢是我的高台，
我隨時幫助！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祢永在我心窩；
惟祢有永生江河，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神祢竟這般顧念我！

頌光詩班獻詩歌詞

《主愛滋潤我心》
(詞：葉薇心，曲：祁少麟，版權：天韻創作專輯)

1. 我曾經追求世界的歡樂，希望能夠得到滿足，
那一天當我遇見耶穌，我發現自己的虛空。
2. 我前面道路有耶穌陪伴，心中常有喜樂平安，
生活中即使遇見困難，主耶穌賜給我力量。
* 主的愛是何等甘甜，滋潤我乾渴的心田，
使我甘心跟隨祂的引導，在十架的路上奔跑。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導師

截止日期

每月逢第 2 及

上午
10:45-12:15

六樓
桃李門

不適用

第4個星期日
信仰探索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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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方艙的1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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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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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小心地滑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4：1-8
一. 患難會來，誘惑也會來

二. 討神喜悅：成為聖潔

三. 放縱情慾的傷害

四. 在面對患難和壓力時，怎樣不跌入誘惑

討論問題：
1.

為何要討神喜悅？

2.

我們如何減壓的？有分健康和不健康的減壓方法？

3.

若合適，可分享我們面對情慾誘惑的挑戰。

4.

「只是在思想上，或眼目上，沒有真正作出傷害。」這想法有何問題？

5.

若是在情慾範疇上討神喜悅，我們第一步可作什麼？如何求主幫助？

 每週代禱欄 (6月5日至6月11日)
國度



汶萊
汶萊和平之國也譯作汶萊達魯薩蘭國，簡稱汶萊，舊稱婆羅乃，
是位於婆羅洲北岸的東南亞國家。汶萊是北婆三邦之一，位於南
中國海南岸，整個國土被馬來西亞砂拉越州所分割、環繞。汶萊
總人口約 46 萬，約 2/3 為馬來人，其他土著佔 6％，人口最多
的少數民族是華人，約佔總人口 15%，其餘 12％人口為其他民族。
主要宗教為伊斯蘭教，大多數華人信奉佛教，基督徒佔人口 0.1%。
伊斯蘭教法刑法典的實施增加了汶萊基督徒的不安全感和恐懼
感，並增加了基督徒在公眾和私人生活中感受的壓力。
□ 禱告加添牧者們的力量，不斷裝備他們來服侍和領導他們的會眾。
□ 神的能力沒有受到宗教自由的限制阻礙，求神突破法律障礙，向
汶萊人民顯示神的愛和恩典，結束他們所面對的壓力和逼迫。

宣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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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大家庭可以實體聚會，新先生近月開始參與敬拜
服事，和來自不同國家地方，有著不同語言和文化，成為敬拜團
隊，一同服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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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安的心面對。記念行程及航班順利，入境要求更
多放寬，和預備合適的住宿。
職場 □ 本港教師流失嚴重，2021/22 年度流失教師人數高達 4,050 人；
與 2020/21 年度的 2,380 人流失相比，增幅逾 70%，亦是過去 5
年來最高。教師流失原因包括退休、進修、從事其他行業、以私
人理由辭職等。雖然學校仍暫見運作正常，但新聘請的教師未能
一時完全填補空缺；在任教師的工作量一定會增加不少，壓力會
愈重。
社會 □ 為疫情反覆和不同群組的爆發繼續禱告守望，求天父醫治和引導
我們。
教會 □ 今主日恢復下午堂崇拜，求天父帶領和預備我們敬拜事奉的心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