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6 月 12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講員：曹錦能牧師
主席：簡民基牧師

2022 年 6 月 11 日周末崇拜

上午九時

司琴：翁文慧姊妹
敬拜隊：慈聲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主席
讀經．．．．哥林多後書 1：3-24．．．．主席
講道．．．．．．在時代的廣場 ．．．．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曹錦能牧師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題．．．．．．．在時代的廣場

講員：曹錦能牧師
主席：黃玉薇姊妹

講員．．．．．．．．曹錦能牧師

司琴：李蔚麗姊妹
敬拜隊：喜樂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曹錦能牧師
家事分享、公禱．．．．．．．．．．． 講員
讀經．．．．哥林多後書 1：3-24．．．．講員
講道．．．．．．在時代的廣場 ．．．．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曹錦能牧師

講題．．．．．．．在時代的廣場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經文．．．．哥林多後書 1：3-24
主席．．伍惠香姊妹、黃潔萍姊妹
司琴．．．．．．．．黃睿軒弟兄
聖餐．．．．．．．．簡民基牧師

講員．．．．．．．．曹錦能牧師
經文．．．．哥林多後書 1：3-24

崇拜暫停

主席．．．．．．．．李瑞媛傳道
敬拜隊．．．．．．．．．．Zera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2022 年 6 月 15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

崇拜暫停

講員：曹錦能牧師
主席：林少權弟兄

司琴：魏明昕姊妹
敬拜隊：感恩‧麥子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講員
讀經．．．．哥林多後書 1：3-24．．．．講員
講道．．．．．．在時代的廣場 ．．．．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曹錦能牧師

家事報告


取消主日的中午堂崇拜
面對不斷轉變的環境、事奉人手的調配、科技的協助和教會牧養上的新
發展，教會決定取消主日中午堂崇拜。
本年七月開始，主日中午堂將會取消：即主日將會有清晨堂（上午 9:00），
早堂（上午 10:45）及下午堂（下午 3:00）三堂崇拜。因中午堂崇拜取
消，騰出更多空間，期望能讓同工和弟兄姊妹們有較多相交、相聚、休
息及禱告的時間，例如崇拜後一同吃飯、參加課程、其他不同小型聚會
或發展分區家庭崇拜聚會，以鞏固群體內的連結，和接觸未信親友。
此外，由 7 月開始，每月第一週早堂崇拜結束後，將會增設祈禱服侍時
間，教牧同工會在一樓大堂及地下等候區為弟兄姊妹禱告，一同操練彼
此代禱和祝福。
面對轉變，我們均需要時間適應。就以上安排，教會會定期作檢討，盼
望在這個新嘗試中，整個信仰群體都能同心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歡迎弟
兄姊妹提供不同意見。


網上雙週祈禱會(ZOO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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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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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2 年 6 月 19 日
時間：上午 9：30 - 10：30
地點：六樓天倫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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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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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禮拜公告
遲魯華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6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在東區尤
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舉行祈禱儀式，祈盼認識遲魯華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
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2022 年秋季(7-9 月)
基教課程簡介

放眼地球—宣教文化人類學(上)網上課程
這是一個深度的宣教入門課，探討不同地區人類的生活及觀念。
如對時間、家庭關係、男女分工、謀生方式、社會等級、思考的方式、語
言、宗教、藝術、未來的看法。
我們透過學習和討論，使我們準備好認識和接納不同的人，建立友誼，彼
此分享和如何分享福音。
日期：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8 月 17 日 (共六堂)
時間：逢星期三 晚上 7:30 - 9:30
導師：畢姚芬牧師
截止：3/7/2022(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2MfYNZg3mdsP2Hr39 或到
「基教部」壁佈板索取表格報名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

<歷代志下>網上研讀(最終回)
本課堂研讀<歷代志下>最後一個段落：第 29 至 36 章，涵蓋南國猶大最後
的八位君王。在目睹北國以色列亡國後，有否影響八位南國君王的治國原
則？領袖們及百姓又有否一心一意跟隨神？讓我們透過這段大約一百四十
年的歷史作出反思及應用。
日期：2022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30 日 (共五堂)
時間：逢星期五 晚上 8:00 - 9:15
導師：岑詠君傳道
截止：21/8/2022(主日)
報名： https://forms.gle/s8Ti9LkEuS9KsoqJ6 或到
「基教部」壁佈板索取表格報名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
註： 1.報名後將收到基教部電郵確認接納報名(也可能在電郵垃圾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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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的 ID 及密碼將於上課當日或之前會以 whatsapp 形式送出。

2022 年(9 月)水禮班
凡有意參加本堂2022年11月(暫定)舉行水禮者，請先行報讀今期的水禮班。
Ａ班
對象：凡年滿16歲以上
日期：202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8 日 (共四堂)
時間：逢星期日 早上 9:15 - 10: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曹錦能牧師
截止：21/08/2022(主日)
Ｂ班
對象：長者
日期︰202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29 日 (共五堂)
時間︰逢星期四 下午 2:30 - 4:00
地點：六樓桃李門
導師︰簡民基牧師
截止：21/08/2022(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ArEXxMPtZYBjp32P9 或到「基教部」壁佈板索取
表格報名或聯絡教會辦公室。

———————————————————————————
註： 報名後將收到基教部電郵確認接納報名(也可能在電郵垃圾箱內)，
請到時上課，不另通知，如有疑問請聯絡周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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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堂唱頌歌詞
《祢成就救恩》
(曲：Larry Hung，詞：朱浩廉，版權:HKACM)

是祢寧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
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
* 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
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
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祢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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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愛祢》
(曲/詞:游智婷、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親愛的寶貴耶穌，祢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祢吸引，愛祢是我的喜樂。
一生愛祢，一生敬拜祢。一生愛祢，一生榮耀祢。
一生奉獻，一生不回頭。一生愛祢，跟隨祢。

早堂唱頌歌詞

《一首讚美的詩歌》
（曲/詞:朱浩權，版權:沙田浸信會）

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
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 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一首讚美的詩歌，
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曲:林良真、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站於天地之間》
(曲/詞：朱浩權，版權：不詳)

讓我得見天之光，讓我體會天之美，
在那光芒蓋掩裡，存著那施恩之座。
讓我不忘世間事，讓我記念世間痛，
但我心頭要緊記，屬天的恩典會下降。
* 站於天地之間，讓我作個敬拜的人，
處身悲傷幽暗的角落，要宣告祢同在，祢能力沒變改；
於這天地之間，讓我作個代禱的人，
容讓每個嘆息，搖動施恩的祢，讓屬天之光普照在世。
Bridge 讓讚美作信心的歌，讓祈禱成燃燒的火，
打開天之門，讓這地可見光。

下午堂唱頌歌詞
《獻頌揚》
（詞/曲: 薛騰鼒，版權:譜頌音樂）

請張開雙手稱讚上帝，將心歸向全能上帝。
心中嚮往主聖潔上帝，感恩頌讚獻給主。
因祂的供應恩典中盡獻，祂的寬恕常常勵勉！
祂的看顧分秒也未變，祂的厚恩沒改變。
* 我渴求，上帝恩典裡逗留；我渴求，每天向祢尋求。
獻頌揚，上帝恩如此多麼深厚，獻奉感恩獻上所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曲:林良真、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親眼看見祢》
(曲/詞：鄧淑儀，版權：基恩敬拜)

有祢，我生命不一樣；有祢，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我不害怕困難；有祢，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深處裡求告祢，祢在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我堅固避難所，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三堂回應歌

《祢在‧我在》
（曲/詞:Philia Yuen，版權：玻璃海樂團）

祢回來好嗎? 我在等待… 看見現在，到處有痛哀；
我應該怎麼身處這世代？看見，經過，
難道我麻木了，不去理睬？
* 願我能哭祢所哭，痛祢所痛，求祢告訴我祢心所在！
願看到祢看到的，而不要避開，告訴我現在要怎樣去對待；
教我心恨祢所恨，愛祢所愛，邪惡多囂張祢不意外！
在這荒誕時代，願我的所在，能帶進祢的同在，祢在我在，
祢在我也在。
* 願我們哭祢所哭，痛祢所痛，求祢告訴我祢心所在！
願看到祢看到的，而不要避開，告訴我現在要怎樣去對待；
教我心恨祢所恨，愛祢所愛，邪惡多囂張祢不意外！
在最荒誕時代，願我的所在，能帶進祢的同在，祢在我在，
祢在我也在。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導師

每月逢第 2 及

上午
10:45-12:15

六樓

第4個星期日
信仰探索班

桃李門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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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箋
2022年華麗轉身
生命成長
(5-6 月)
家庭

本周見証分享 - 我在方艙的17天

6月見證分享 – 將心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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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2日至6月18日)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馬爾代夫
馬爾代夫共和國通稱馬爾代夫，位於斯里蘭卡及印度西南偏南對
出的印度洋水域約 500 公里處，屬於南亞地區。馬爾代夫為亞洲
面積最小的國家之一，人口約有 51 萬人，馬累為該國首都及最
大城市，傳統上稱之為「國王之島」（King's Island）。馬爾代
夫的政府官員自豪地強調，該國是 100% 的穆斯林，基督徒人數
非常少。當地人密切關注任何背離馬爾代夫信仰的事情，尤其是
從伊斯蘭教改信另一種信仰。這等事情將報告給穆斯林領袖或當
局；非穆斯林可能失去公民身份。因此，基督徒曝露身分是非常
危險的，以至於信徒無法團契見面；這意味著整個家庭可能都是
基督徒，但不知道當中有信主的家人。缺乏基督徒的支持會扼殺
信徒的屬靈成長。
為馬爾代夫的信徒祈禱，他們必須在孤立和秘密中維持信仰。求
神讓他們的心滿有主的同在和關懷。祈求神引導和保護外籍移民
工人信徒與遊客和馬爾代夫居民的互動，他們能成為吸引人們歸
向主基督的鹽和光。
祈求神能夠軟化政府對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數群體的立場，明白
到多樣性可以豐富該國的民族文化。
禱告記念彼得和佑寧宣教士伉儷在加國安頓和述職半年期間能
好好休息，並計劃半年後返回亞洲，探訪在 M 國和在港的姐姐好
友，求主保守開路。
求神保守中部歸主者群體，在等待主再來的日子更加投靠神，繼
續成為家族、鄰里中之「鹽和光」。禱告記念在亞洲相熟的穆民
朋友和家庭，願神保守他們平安健康；常常經歷主的幫助和供應，
更願他們早日明白真理，接受救恩。
天氣漸趨炎熱，在戶外工作的朋友特別辛苦，祈求天父保護他們
在烈日下有平安。當他們需要拉低口罩喘息、喝水時，也盼望附
近的市民給予體諒及寬容看待。
為全港老師和學生祈禱，學校確診個案增多了，每天都有學生和
老師確診，求主醫治他們，又保護學校職員、老師和學生每天有
平安有健康。求主大能的手止住病毒在學校及社區中傳播。
為信徒的生命祈禱，求主幫助肢體無論在家中或是在教會崇拜
時，都能專心敬拜主、聆聽主的話；又願主的話不斷更生和改
變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愈多似主，就愈有智慧和能力在生活中
為主作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