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3 月 22 日
主日崇拜(錄影)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懷蓉傳道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曹錦能傳道
讀經．．．．．．箴 29:22．．． 曹錦能傳道
講道．．求智慧：從箴言看忿怒(下)．．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2020 年 3 月 21 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崇拜暫停
青年崇拜～～～～下午四時正
崇拜暫停

2020 年 3 月 22 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早堂崇拜～ ～ ～ ～ ～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懷蓉傳道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曹錦能傳道
讀經．．．．．．箴 29:22．．． 曹錦能傳道
講道．．求智慧：從箴言看忿怒(下)．．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中午堂崇拜～ ～ ～ ～ ～ ～ ～ 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懷蓉傳道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曹錦能傳道
讀經．．．．．．箴 29:22．．． 曹錦能傳道
講道．．求智慧：從箴言看忿怒(下)．．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2020 年 3 月 25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講員：祝宗麒牧師
主席：曹錦能傳道

司琴：李懷蓉傳道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曹錦能傳道
讀經．．．．．．箴 29:22．．． 曹錦能傳道
講道．．求智慧：從箴言看忿怒(下)．．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4 月的水禮因疫情緣故，原本 4 月 11 日的水禮現更改為本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進行。水禮前的講解會亦改為 8 月 24 日(星期一)
晚上 7:30 進行。
2. 原來 4 月 12 日的入會禮亦改為 8 月 30 日 10:45 早堂時段本堂進行，
另入會信徒交誼會亦安排 8 月 24 日(星期一)晚上 8:00 進行。不便處
請見諒。
3. 鑑於新型冠狀肺炎疫症蔓延，為避免交叉感染，本堂暫停各堂崇拜及
聚 會 至 3 月 29 日 ， 此 段 期 間 ， 會 眾 可 上 九 龍 靈 糧 堂 網 頁
(www.kllc.org.hk)收看錄影的崇拜(全日皆可收看)。開始時間:星期
日上午 11:00，請預早 10 分鐘準備心靈敬拜主。
4. 本堂網頁已安排每天靈修，備有默想經文、導引、禱告等，歡迎信徒
使用，在疫病期間，不忘與主親近。
5. 因著社會情況轉變，本堂會友如遇到困難，請與牧者同工聯絡，以便
提供適切的支援。
6. 一切安排將因應疫病情況修訂執行，會眾可致電本堂 23361696 查詢
或到本堂網頁 www.kllc.org.hk 留意最新修訂。


家中崇拜需知
1. 請預備一安靜空間，並請其他人勿打擾。
2. 請預先 5-10 分鐘坐下等候神，預備心靈敬拜主。
3. 請關閉影響崇拜的電子傳播媒體。
4. 崇拜期間請不要進行任何飲食，如非必要請勿離開座位。
5. 崇拜進行時請停止與人交談，專心崇拜。
6. 請跟隨主席一起頌唱讚美主。


兩年讀完聖經(2020年2月到2022年1月，每天讀2章)
我們鼓勵信徒每天讀兩章聖經，以 2 年為期，完成全本聖經的閱讀，大家
可到一樓梯間索取讀經進度表，以便完成閱讀整本聖經。
2020 年 3 月讀經進度: 創(1-50)

奉獻本堂
1. 銀行入數或寄支票本堂
在疫情期間，信徒如欲奉獻本堂，可直接入數本堂恒生銀行戶口:
285-1-113759，支票抬頭寫上「九龍靈糧堂有限公司」（英文: 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td.）
。請保留銀行入數紙寄回本堂，或直接交回本堂
入奉獻封奉獻。本堂地址：九龍城嘉林邊道 1 號
2. 網上銀行轉賬
英文名稱：Kowloon Ling Liang Church Limited
恒生銀行：銀行號碼: 024；戶口號碼: 285-1-113759
3. 轉賬或入數
簡便方法：WhatsApp 收據到教會
無論用以上 1.銀行入數 或 2.網上銀行轉賬，請立即上傳銀行入數收據，
或網上轉賬影像，或截圖，並要 WhatsApp 52633834 影像至本堂，請
寫上奉獻者姓名，奉獻項目（十一/感恩/差傳信心/拓建/其他……）等。
註：本堂將 7 天內以 WhatsApp 回覆。如沒有奉獻者資料，本堂以隱名
記錄在本堂經常費/感恩奉獻項目。另除十一奉獻不會刊登資料，其
他奉獻皆會在晨星刊登名字，除非註明隱名奉獻。


全年奉獻收據通告
請肢體留意，教會是按照政府稅務年度發出全年奉獻收據，故此，欲作
新全年奉獻登記的肢體，請於每年４月開始，詳細清楚列寫中/英文姓名
(與報稅文件所需的資料相同)、地址及聯絡電話，並每次在奉獻封上註
明〝稅〞字或在全年一張報稅收據，以作通知本堂代為記帳(肢體需每
年作重新知會）
，至3月尾按政府財政年度終結時，本堂將於4月內才發還
整年報稅收據。

防感染措施安息禮安排
按照防感染措施，為減少群眾聚集機會及外地返港人士必須自我隔離，
本堂安息禮安排有以下措施:
1.安息禮及火葬禮將安排同一日早上進行，夜間不設安息禮，守夜會請
殯儀館司儀協助處理。
2.安息禮程序會簡化，不會安排詩班獻詩，時間亦會簡短進行。
3.從外地回港親友必須在安息禮前 14 天自我隔離。
4.進入安息禮場所需量體溫、戴口罩及使用搓手消毒液才可進入禮堂。
5.恕未能借出本堂電腦或投影播放器作喪禮使用。


四十天禱告/ 禁食禱告(逢星期一至五，歡迎隨時加入)
四月的受難節將至，我們鼓勵信徒一起記念受苦的主，並為全地的疫病
災害求告主，由 2 月 17 日起(星期一)至 4 月 10 日(星期五受苦節)，逢
星期一至五，每日約 10 分鐘，以 40 天時間一起禱告或禁食禱告主，大
家可選擇該天其中一個時段進行。若選擇禁食禱告，可以選擇其中一餐
進行禁食(單喝水或果汁)，另身體不適者或血糖病患者不宜禁食。
留意:
1. 禱告期間可上本堂網頁留意 40 天禱告每天之內容，並一起禱告。
2. 建議每天一起禱告時段: 上午 7:30-8:00; 中午 1:00-1:30; 晚上
9:30-10:00


2020 年春季(4-6 月)主日學及週間課程簡介
「生命之道」網上研經課程 : 疫境共行
由於中神取消了四月之生命之道課程，並於三月至四月舉辦了「疫境共
行」網上查經，反應理想，並決定再一次安排過去五周的課堂，於四月
初開始作全球廣播。基教部也鼓勵信徒在疫情期間繼續學習真理，詳細
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s://zoom.us/webinar/register/6715840676916/WN_hKPSuPg9T76DI8vuFCB8jA

課程：＜「奪寶奇兵」之 舊約旅程(一)＞
可能你會覺得舊約的經卷很難讀、難明和難記，所以幾經辛苦都不能
「出埃及」(只讀了創世記就停了下來)。盼望我們透過這課程，能夠認
識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和故事，從而更認識那位創造萬有、掌管生命、
與我們同在同行的主。我們在今期將會涉獵舊約聖經的摩西五經及約伯
記……等你報名！
日期
時間
地點
導師

A 班
B 班
17/6 至 2/9，共 11 堂
21/6 至 6/9，共 11 堂
(* 1/7 停課)
(* 5/7 停課)
逢星期三晚上 7:30-9:15 逢星期日早上 9:10-10:30
六樓桃李門
簡民基牧師



約拿書研讀
簡介： 約拿書作者在使用文字上，下了特別的功夫，課程嘗試從原文的
角度，活現作者的匠心獨運屬靈智慧，從而展現其隱藏背後的重
要信息。更重要是讓學員掌握全卷約拿書的結構、脈絡和中心思
想，並能將書卷內的教訓和提醒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內容： 1. 全書綜覽
2. 第一章
3. 第二章
4. 第三章
5. 約拿書第四章及結論
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至 5 月 5 日(共五堂)
時間：逢星期二 晚上 8:00-9:15
導師：林晶傳道
報名：請在以下 google form 報名 https://forms.gle/XBo5NxQo7caBh9cFA
或致電 2336 1696 聯絡辦公室
(如申請接受，將會獲另行通知上課詳情)
人數：10 人-20 人(額滿即止)
要求：1.課程以網上教授形式，學員必須預先下載 Zoom 軟件，並請使用
具有良好視像與麥克風功能之電腦或電話上課。
要求：2.學員須出席所有課堂並於上第一課前至少讀畢約拿書一遍。
截止：29/3/2020(主日)

【成長課程(一)】認識聖經
簡介： 成長課程共分為四個階段，除認識聖經外，尚有「認識教會」
，
「認
識敬拜」及「認識靈修」等，目的為要幫助信徒在信仰生命及價
值觀上建立一良好穩固的根基，適合追求生命成長信徒學習，以
致屬靈生命能成長並帶來生命的改變。
內容： 1 聖經各經卷主題
2 聖經的成書
3 聖經的大綱，內容分類
4 聖經的歷史，語言及背景文化
對象： 初信者或有興趣認識聖經及生命成長的信徒。
日期： 2020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11 日 (共四堂)
時間： 逢星期六 下午 3:00-4:00
地點： 六樓桃李門
導師： 王華燦牧師
報名： 請以電話聯絡教會辦公室幹事(2336 1696)
截止： 7/6/2020(主日)






























課程報名：
請到地下「基教部」壁報板上索取報名表，填妥後請放入「基教部」信
箱(信箱位置在地下「基教部」壁報板側之鋼箱)。

備註：
1.所有課程請自行按日期上課(撕下報名表下“自行保存”)，不另行通
知。（留意地下基教部壁報板貼上“開課”通知）
2.額滿即止或人數不足開班的課程，另行通知。
凡已報讀有關基教課程須繳費的學科，若因故開課前需要退出者，而事前
沒有通知基教部(周國蘭傳道，電：2339 3079)，參加者仍須繳付該科學
費，請參加者垂注。

安息禮拜公告
陳徐秀菊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3 月 26 日(四)晚上在世界殯儀館設
靈守夜，翌日 3 月 27 日(五)早上 10:0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徐姊妹
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崇拜唱頌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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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求智慧：從箴言看忿怒(下)
經文：箴 29:22

大綱
I.

認識聖經中箴言的特色

II.

箴言作者提醒我們的課題

III.

再透過箴言看我們的忿怒

IV.

對自己失望，對神失望的忿怒

V.

對未可知的事情，對群體事情的複雜情感

VI.

在忿怒中，重新發現神的同在，神的說話，神的使命

問題討論
1. 大概討論箴言的特色。哪些是你深刻記得的箴言？
2. 再看聖經中對處理忿怒的教導，你有何想法？
3. 不少時候，我們怪罪他人，也包括了對自己的失望。你同意嗎？能
分享一點嗎？
4. 「對神失望」對我們來說是一回怎樣的事？
5. 面對自身經歷的不公義，或群體的不公平，自己又不能作什麼，你
有何感受？在這樣的困局，你仍相信神有使命給你嗎？
6. 在這樣的困局中，彼此代禱守望。


國度

□
□

宣教 □
□

社會 □

□
教會 □
□
□
□

每周代禱欄 (3 月 22 日至 3 月 28 日)



巴林王國
巴林是一個位於卡塔爾半島和沙特阿拉伯大陸之間的島國，首都麥
納瑪。氣候屬熱帶沙漠氣候。巴林總人口大約 130 萬人，其中包括
約 67 萬名外籍人口。巴林的國教是伊斯蘭教，83%巴林公民是穆斯
林，還有 10%是基督徒，6%是印度教徒，0.7%是無信仰，其他是巴
哈教、猶太教、佛教徒。
禱告：
求主為此地宣教士大開福音的門，基督徒能安全地聚會，傳揚和見
證主耶穌的大愛。
為未聽聞福音的外橋，特別是伊朗人、從印度和巴基斯坦來的印度
教徒和穆斯林禱告，也為這些群體中的基督徒代禱，願他們能為主
得人。
求主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已回到馬達加斯加，求主
帶領他們在馬島的服侍。
感恩回馬島的路上有兩個滯留香港的中國商人，他們都是未信者，
跟着黃聲鋒牧師、師母在留島走回舊日租住的教會房子，經過昔日
探訪過的店戶，踏著往日的足跡，重回早期開荒的日子，他們一面
走一面簡說宣教故事，兩位同胞也頗感興趣，竟愛上這地，嚷著要
留在這裡的移民夢，求聖靈感動及繼續帶領，叫他們早日信主，並
經歷主耶穌基督的平安和保護。
疫情在全球各地迅速擴散，願主保守在一片的惶恐當中，人心
因而尋找上帝，得到真正的平安。求主憐憫醫治受感染的人，
施恩止住疫情，又求主賜智慧能力予各國領導，能謙卑制定適
切方案應對危機。
記念香港基層群體仍然受疫症所影響。求主供應他們所需，興
起更多子民，將祝福帶到社區，為主發光。
在肢體相交及崇拜活動暫停的日子，求主引領各人在安靜中，享受
單單與主團契的美好時刻。
記念即將開展的網上主日學。求主保守各項軟件技術等使用順利，
祝福參與者更深經歷主。
記念白田初信的肢體，在暫停崇拜中仍堅持對主的信心。
記念 322 工程因疫情緣故而工料未及運到受到延誤，求主叫影響減
少，又叫疫病早日離開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