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4 月 17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

上午九時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錄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朱光華牧師

2022 年 4 月 16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錄播) ～～ 下午二時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主席
讀經．．．．約翰福音 20:19-29．．．． 主席

講題．．．．．． 願主陶造我生命
講員．．．．．．．． 簡民基牧師
經文．．．．．．腓立比書 4:6-9

青年崇拜(直播) ～～ 下午四時

講道．．．．．復活主 賜平安．．．．．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主席

主禱文．．．．．．．．．．．． 簡民基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講題．．復活的清晨：嶄新的開始！
講員．．．．．．．．李懷蓉傳道
經文．．．．．．約翰福音二十章

2022 年 4 月 20 日周三崇拜

崇拜暫停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
崇拜暫停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感謝神今主日復活節崇拜有朱光華牧師的信息分享，願主親自報答。
2. 奉獻若沒有註明奉獻年度，將按收到奉獻日期而作該年度奉獻處理
(如 2022 年 3 月 31 日收到奉獻，將獲發 2021-22 年度之全年奉獻收據)，
除非收到奉獻者另外的指示。


2022 基教部夏季(4 月至 6 月)課程
課程/活動

日期
21/04/2022 至

<尼希米記>
網上研讀

26/05/2022
(四)

時間

地點/導師

截止日期

晚上
8:30 - 9:30

ZOOM
曹錦能牧師

17/04/2022
(今主日)

報名：
https://forms.gle/sck9pQ6PnP7YjHF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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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6/2022 至
26/06/2022
(主日)

早上
9:00 -10:30

六樓桃李門
余劍雲牧師

29/05/2022
(主日)

下午
2:00 - 3:30

六樓桃李門
簡民基牧師

29/05/2022
(主日)

02/06/2022 至
30/06/2022
(四)

(水禮班暫定實體上堂，若受疫情限制會改以zoom形式進行)
水禮班報名：
https://forms.gle/6txbAHMYZGjQGnP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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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 zoom 形式上課，參加學員必須“開啟視訊”。
3. 上課 ID 及密碼將於上課當日或之前以 whatsapp 形式送出。

教會最新公告（2022 年 4 月 15 日修訂）
鑑於疫情穩定下來，部份表列處所可以重新開放。唯鑑於疫情可能仍會反
覆，教會決定由 4 月 21 日（星期四）開始，先作有限度開放，待觀察和
確定疫情進一步受控時，才再擴大開放範圍，詳情如下：
注意：請大家留意政府最新防疫條例，詳情可參閱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有限度開放實體聚會和崇拜如下：
1. 週六下午四時青年崇拜，網上直播繼續；
2. 主日早上九時清晨堂崇拜，主日早上十時四十五分早堂崇拜（直播早
堂崇拜繼續）；
3. 小組，會議，課程，練習或其他聚會，若實體進行，請小心遵守政府
和教會防疫措施，或可按需要維持網上進行；
4. 教會將逐步回復以往關門時間：星期一至四晚上十時，星期五及六晚
上十時半，星期日晚上七時。
以下實體聚會仍暫停，只提供網上崇拜或聚會，直至另行通知：
1. 週六長者崇拜，會繼續提供崇拜錄影；
2. 主日十二時三十分中午堂崇拜，主日下午三時崇拜；
3. 主日兒童牧區崇拜聚會；
4. 主日中學生逆風帶崇拜聚會；
5. 週三晚間崇拜（可暫時參加主日開放的實體崇拜，或到訪教會網頁參
加崇拜直播，也可收看講道重温）
若感到身體任何不適，請儘快求醫，和留在家中休息；
疫情發展難以估計，上述指引會隨著最新情況而更新，請留意教會最新公告。
願眾肢體因防疫政策而面對不同挑戰時，能耐心互相聆聽，彼此尊重，守
望，並一同禱告，在不久的將來，期待大家在不受限制下能相聚，敬拜與
團契。

肢體安息公告
區發弟兄已於 3 月 20 日安息主懷，祈盼認識區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
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家事提提你
凡奉獻關心疫情下基層家庭者，可將金錢存入教會
疫要開飯 2.0

帳內，並註明“疫要開飯 2.0”，入數收據或網上
過數截圖 WhatsApp / Signal 5263 3834 至本堂

2022年網上
差傳回應表

回應表連結：
https://forms.gle/4JddTvBdKUgfZdmr7
查詢與聯絡：王玲幹事(2336 1696)
A班：上午

2022 年
信仰探索班

每月逢第 2 及

10:45-12:15

六樓

第4個星期日

B班：下午

桃李門

不適用

12:30-2:0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重整信仰者
查詢或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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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高舉祢的名》

早堂唱頌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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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祢是寶貴》
(曲/詞:唐瑛琦，版權:華人的讚美敬拜)

耶穌祢是寶貴，祢對我真寶貴，
祢流寶血洗淨我，祢愛使我自由。
* 我只想天天來讚美祢，我只想要彰顯祢的名，
主啊！我愛祢，我要更愛祢！
我只想一生來事奉祢，我只想要榮耀祢的名，
主啊！我愛祢，我要更愛祢！
[敬拜及回應歌]

《以愛還愛》

（曲:何維健，詞:盧淑儀，版權:撒種音樂事工）

賜下祢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為祢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靠在祢身旁，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呼喊的，祢都親手撫摸，
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
* 主祢當得敬拜讚美，祢恩典覆蓋這地，
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祢起，
榮耀頌讚歸與祢讚美，祢關心親切細膩，
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

 每週代禱欄 (4月17日至4月23日)
國度

宣教

職場

社會

教會



卡塔爾 - 多哈
多哈位於波斯灣畔的著名港口，是卡塔爾的首都，多哈是卡塔爾
的第一大城市以及全國經濟、交通和文化中心。伊斯蘭教為主要
宗教及國教，但仍存在其他宗教信仰，大多數卡塔爾公民信仰為
屬瓦哈比派、薩拉菲運動，約有 20％穆斯林屬什葉派，其餘穆斯
林派別則較少。整體而言，穆斯林佔 67.7％、基督徒佔 13.8％、
印度教佔 13.8％、佛教佔 3.1％，其他宗教或無信仰者佔 1.6％。
□ 為多哈這個多元開放的城市感恩，願上主差派各國基督徒，以專
業或營商的方式來到此地，接觸此地的穆斯林，向他們顯揚基督
的馨香之氣，樂意將手中有的分享給沒有的。
□ 禱告願這個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充滿著因基督的愛而聚集的小
組、倍增的教會、靈命成熟的群體。
□ 禱告記念麥子、鴿子宣教士夫婦一家在疫情中的平安，為他們與
神的關係，以及信心代禱，在忙碌的工作之餘，也需要有一些單
獨的時間與祂相交，他們需要更多智慧面對所處的環境，也需要
不斷被祂陶造，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
□ 他們最近認識了一些新的學漢語的學生，請為學生代禱，使麥子、
鴿子能夠對她們有更多愛心，並將耶穌的生命活出來。
□ 禱告記念鴿子的母親，她最近哮喘發作，導致呼吸急促，久咳不
止，嚴重影響睡眠和休息，求神憐憫和醫治，減輕她的痛苦。
□ 教育局表示，中小學和幼稚園可於復活節假期後分階段恢復半日
面授課堂(小學最早復課)。另一方面，學校教職員和學生須每日
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持陰性結果者方可到校上班上課。有家長認
為疫情仍然嚴重而有保留，而校方也要評估風險作出適當的應對。
□ 為傳媒工作者禱告，求主幫助保守他們，賜他們智慧、勇氣及力
量，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仍能謹守崗位，堅持作持平的報道，
為市民傳遞準確的資訊，發揮監察社會的作用。
□ 為關懷貧窮人事工禱告，求主賜智慧予教牧同工，能夠合宜地運
用資源，回應需要。又求主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見到有需要
的人，教導我們如何帶著基督的愛，關心及支援生活有困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