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6 月 26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講員：李瑞媛傳道
主席：陳淑儀傳道

上午九時

司琴：張美玲姊妹
敬拜隊：非拉鐵非

2022 年 6 月 25 日周末崇拜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主席
讀經．．．．．．．詩篇 90 篇．．．．． 主席
講道．．．．．．．青春常駐？．．．．．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祝宗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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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禱告、蒙福之道

講員：李瑞媛傳道
主席：簡民基牧師

講員．．．．．．．．冼文諾傳道
經文．．．．．．歷代志下 20：1-30
主席．．劉崇達弟兄、楊美娟姊妹
司琴．．．．．．．．黃睿軒弟兄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
講題．．．．．．．青梅有心情常在
灰馬無心竹難行

樂隊：Miracle
敬拜隊：加百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主席
讀經．．．．．．．詩篇 90 篇．．．．． 主席
講道．．．．．．．青春常駐？．．．．．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簡民基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講員．．．．．．．．．林晶傳道

崇拜暫停

經文．．．．．約書亞記 2：1-24
主席．．．．．．．．李展庭執事
敬拜隊．．．．．．． Emmanuel

2022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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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李瑞媛傳道
主席：李展庭執事

司琴：廖曉恩姊妹
敬拜隊：甘泉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講員
讀經．．．．．．．詩篇 90 篇．．．．． 講員
講道．．．．．．．青春常駐？．．．．．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因星期六下午的長者崇拜及青年崇拜，需在停車場安排座椅作等候區，
故此由星期六中午 12:00 開始暫停開放停車場泊車直至下午 4:00。
2. 7 月 1 日(星期五)為公眾假期，是日教會一切活動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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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特別鳴謝多年來在中午堂服侍的弟兄姊妹，感謝你們各人的辛勞與
付出，願主報答與祝福大家，祈求主繼續帶領大家在其他崗位服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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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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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要開飯 2.0
「齊享愛心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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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要開飯 2.0」已於五月逢星期四下午展開了「齊享兩餸飯」關懷社區
行動，風雨無改地免費提供兩餸飯盒予土瓜灣十三街附近的街坊。疫情下，
今年的端午節，我們當晚除了派出飯盒外，每人更附送鹹肉糭一隻，讓長
者及家庭在疫情下能感受節慶的歡愉。
疫要開飯關懷社區行動發展 2 個多
月，關愛社區行動仍在尋索進展中，
我們計劃九月的中秋節派出迷你
月餅贈予街坊，齊賀中秋佳節。我
們需要你的支持，也鼓勵信徒們除
了為基層家庭代禱外，歡迎大家以
行動齊來關顧弱勢社群，奉獻金錢
支持疫要開飯 2.0 之「齊享兩餸飯」外，踴躍支持不久展開的「疫要過中
秋」收集中秋月餅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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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疑問可向周姑娘查詢 (2336 1696)

漂書閣
為鼓勵會友屬靈追求及分享，教會在停車場地下加設了一組書櫃，弟兄姊
妹可以把可送出的屬靈書籍交予曹牧師，經簡單篩選後將會放在書櫃讓會
友自由選取。一段時間後就會捐予二手書店。
1. 只接收屬靈書籍，基督教期刊 / 雜誌 / 報章恕不接收。
2. 請先交予曹牧師處理。
希望我們在大時代中不斷求進，不斷學習，不斷分享。


  

水禮及轉會通告

  

1. 7 月 17 日(主日)下午堂崇拜時段(下午 3:00)，將舉行今年第一次水禮，
是次崇拜將結合水禮進行，並於 7 月 13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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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水禮申請表在 6 月 26 日
(今主日截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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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截止)前交回以便約見。


離職通告
本堂辦公室陳淑瑛幹事，因私人理由，將於本年七月八日離職，辭任辦公
室幹事。陳幹事參加本堂聚會多年，過往四年多全職在本堂事奉，協助辦
公室大小事務，教會為她不辭勞苦及愛心的服侍獻上感恩，本堂祝願其將
來有更多休息，陪伴家人的時間，願主繼續賜福和使用她。請大家繼續禱
告記念陳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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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靈糧堂
任期制執事選舉提名
為了要建立僕人領袖的領導事奉群體，並本著聖經的真理、聖靈的引導，
共同帶領教會，興旺福音，本堂已經確立長老執事選立規則。繼去年選出
任期制執事後，本年將於 2022 年 10 月 14 至 16 日在各堂崇拜後舉行
『任期制執事選舉會』
，由本堂會友選出任期制執事。任期制執事的提名將
於本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進行。茲公佈有關執事候選人資格，並誠邀有
意承擔教會領導事奉的會友參加。
候選人基本資格：
a) 本堂會友，年 25 歲或以上，重生得救。
b) 在執事選舉會前三年 (由 2022 年 10 月 12 日計)內在教會任何具職銜之
事奉崗位中參與事奉，並獲 5 名本堂會友提名方可出選。
c) 同意有關本堂常務長執選立規則的條文，並經常務長執會審核資格。
d) 願意履行執事的職份至任期完結(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為止，在任期內須出席定期會議，共襄聖工。
e) 非本堂受聘的牧師、傳道同工或其配偶。
※合共選出 3 個席位
參選辦法：
參選會友可於提名期間在一樓大堂玻璃桌上或辦公室索取「2022 年任期制
執事參選及提名表格」
，填寫個人資料，並獲得 5 名本堂會友提名後，將表
格交回祝宗麒牧師或簡民基牧師
提名期： 2022 年 7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查

詢：祝宗麒牧師 或 簡民基牧師 (電話：2336-1696)

*詳情請參考「2022 年任期制執事選舉簡章」
九龍靈糧堂常務長執會

清晨堂唱頌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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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認識我》
(曲/詞: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1. 誰像祢如此認識我？在我四周前後環繞我。
我奔跑、我躺臥、我坐下、我起來，全部祢也細察清楚。
2. 年月有如閃電飛過，但祢的手從未離開過。
看春光、看艷陽、看落葉、看冰河，祢右手總晝夜扶持著我！
* 我在地上年日祢已經數算過，祢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麼多；
我在地極與天涯，仍舊看顧著我，這高深的愛可測得透麼？
3. 迎面障礙雖避不過，但我有主同在能衝破。
有北風、有巨浪、有禍患、有艱難，我藏身主蔭下昂然步過。
《願》
(詞曲:謝鴻文，版權：不詳)

為這塊土地 我誠心祈禱，願主的真理若光全地遍照。
為這個城市我謙卑尋找，願主的生命臨到這地百姓。
*我全能阿爸天父，願祢國降臨，願貧窮與悲傷離開我們家園。
我全能阿爸天父，願祢國降臨，願盼望與喜樂永遠在我家園。

早堂唱頌歌詞

《崇拜主》
（曲：Jack Hayford，譯詞：凌東成，版權:迎欣出版社）

要傳揚，讚美祢永活著；萬有主宰，權能永世照耀四方。
要傳揚，讚美祢永活著；君尊救主，祢是奇妙；公允在祢。
* 崇拜主，榮耀我主，因祢有尊貴。
崇拜主，榮耀我主，基督我救主。
要傳揚，讚美祢永活著；救贖人類，滿是榮耀，統領萬有。
《主啊！祢創造我》 (版權:不詳)
「主啊！祢創造我，用祢愛充滿我，捨生命從死裡救贖我，」x2
我要讚美祢，敬拜和仰慕祢，我要讚美祢，宣揚祢的名，
我要讚美祢，敬拜和仰慕祢，我要讚美，讚美主。
《祢讓我生命改變》(曲:陳芳榮，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1. 祢恩典豐富極深厚，每天保守，
每一刻供應是足夠，夜深和白晝。
頌讚祢，讓我生命改變，每刻在引牽。
頌讚祢，萬世千載不變，身心皆奉獻。
2. 祢施恩普世像天雨，傾福於世間，
細心的把我在看顧，關心無間。
憐憫我，讓我生命改變，愛心日倍添。願靠祢，
面對新的挑戰，身心皆奉獻。

下午堂唱頌歌詞

《愛的保證》
（曲:黃韻清，詞:盧永亨，版權:角聲使團）

我感激祢恩情，祢的手傳遞安寧，自太初應許的愛，我願時常認定。
我高呼祢的名，這一生無盡供應，在歲月裡，祢保守帶領。
* 寒冷冬天，四周都結冰，我倚靠著祢熱愛，風裡馳騁，
塵世變遷，祢的看顧總未暫停，在祢恩典裡，找到愛的保證。
* 求祢細聽，我的禱告聲，祢的意念燦爛似閃爍繁星。
迎接困境，祢必指引今後路程，用信心宣告，天天靠主得勝。

《保守我心》
(曲/詞:朱肇階，版權:原始和聲)

現處至高者的隱密處，我誠然向祢坦露我的呼喊，
就算禍患纏繞我，災害掣肘我，
我要單單愛神，捉緊主更多。
或有聲或無聲嘆息的禱告，祢也就近眷顧傾聽，
我一一細訴，如若有天，國與國之間，殺戮的聲音遮蓋我耳朵，
我也堅信我神，不分畫夜與我同在。
* 我要保守我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中每道泉源，全由心中發出，
直湧到我靈深淵與聖靈深淵，不住呼應，
永生神，以洪濤漫過我身，無盡恩典似浪覆庇我心。
《無可比的愛》
(曲：歐詠恩，詞：朱浩廉、歐詠恩，版權：角聲使團)

祢的愛，似大海那樣奇，平靜地，可翻起，千般美！
祢恩惠，卻又溫暖細膩，在我心，多麼真，多麼美！
祢張開施恩壯闊兩臂，我渴望投向祢，決意與祢一起。
* 無可比的厚愛，活水心中灌溉，身心都進入祢同在，
主將一切更新變改，無止息的厚愛，
是祢為我打開，新一天，到未來，
滔滔不息的恩典降落下來，把我心裝載(祢信實滿載)。

三堂回應歌

《從亙古到永遠》
(曲/詞：施弘美，版權：生命河靈糧堂)

1. 主啊，祢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祢的寶座從太初立定，亙古就有，
祢以威嚴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
2. 主啊，祢榮耀國度在我們的中間，祢的旨意滿有智慧，必要成就，
祢信實不改變，應許永不落空，掌權到萬代，不能震動。
* 我敬拜尊崇祢聖名，將榮耀歸祢，祢永遠常存，權柄永存無極，
唯祢是真神，是活神，是再來君王，
喔！主祢的國度，從亙古到永遠。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放眼世界─
宣教文化
人類學(上)
網上研讀

<歷代志下>
網上研讀
(最終回)

日期
13/07/2022 至
17/08/2022
(三)

時間

地點/導師

截止日期

晚上

ZOOM

03/07/2022

7:30 - 9:30

畢姚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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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9/2022 至
30/09/2022
(五)

晚上

ZOOM

21/08/2022

8:00 - 9:15

岑詠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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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9 月)
水禮 A 班

28/08/2022 至
18/09/2022
(主日)

2022 年(9 月)
水禮 B 班
(長者)

01/09/2022 至
29/09/2022
(四)

早上

六樓桃李門

9:15 -10:30

曹錦能牧師

下午

六樓桃李門

2:30 - 4:00

簡民基牧師

21/08/2022
(主日)

水禮班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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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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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whatsapp 形式送出。

信仰探索班
生命成長
(5-6 月)
家庭

六樓
每月逢第 2 及
上午
不適用
第4個星期日
桃李門
10:4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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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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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至7月2日)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哥倫比亞共和國
哥倫比亞共和國通稱哥倫比亞，位於南美洲西北部的一個國家，
同時是拉丁美洲第三大國。人口約有 5,057 萬，主要宗教為基督
教，佔人口的 94.9%。儘管哥倫比亞的基督徒比例很高，但信徒
仍然面臨犯罪團伙和土著團體的逼迫。游擊隊威脅、騷擾、勒索
甚至謀殺教會領袖；他們因為譴責腐敗、捍衛人權和反對販毒團
夥而成為攻擊目標。為了阻止教會領袖公開反對有組織的犯罪和
腐敗，他們的孩子也可能成為目標。這些形式的逼迫在哥倫比亞
的鄉村和偏遠地區尤為普遍。
祈求主粉碎游擊隊的計劃，保護教會領袖和其他反對他們的人。
祈求智慧和聖靈的同在，使哥倫比亞土著基督徒可以堅定不移地
傳福音。賜給從本土信仰歸向基督的孩子韌性和喜樂，願他們越
來越了解基督的愛和同在。
禱告記念麥子、鴿子宣教士夫婦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麥子一人
同當地青年小組五月時去南部城市探訪，看到福音的火在不同城
市被點燃，深感欣慰。但同時也看到教會中的斷層，基本以中老
年為主，請記念需要更多年輕人被興起。
養生館還在繼續，但為了更好地開展福音工作，他們決定要找
到一個合適的當地信徒一起配搭，請為此代禱，求主預備合適
的人選。
父親們為了撐起頭家往往都要早出晚歸，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很少，
再加上不懂表達工作的辛酸和健康的問題，內心顯得孤單。雖然
在剛過去的父親節，各個家庭以不同的形式慶祝，感謝父親們對
家庭的付出，惟願家人平日多主動關心，聆聽父親的心聲，珍惜
共聚的時間。
政府管治班底換屆在即，願我們為這城求平安。祈求主使屬上帝
的人能倚靠主，以敬畏上帝的心施政，亦求主讓我們在禱告中認
清，不論地上管治者施政如何，我們是被更美、更仁慈、更有智
慧和公義的上帝所管理。
祈求主幫助我們在更大的歷史恩約中認清主的身份，也認清主給
我們的召命，使我們聽從主過於一切；又求主讓弟兄姊妹能更深
發現與經歷在主裡與弟兄姊妹相交的滿足與喜樂，使教會能更強
壯有力地在這時代中作美好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