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3月 29日 

主日崇拜(錄影)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簡民基牧師 司琴：鄧惠玲傳道 
主席：岑詠君傳道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岑詠君傳道 
讀經．．出埃及記 34章 1-10節． 岑詠君傳道 
講道．．．．．求主憐憫！．．．．．．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簡民基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簡民基牧師 司琴：鄧惠玲傳道 
主席：岑詠君傳道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岑詠君傳道 
讀經．．出埃及記 34章 1-10節． 岑詠君傳道 
講道．．．．．求主憐憫！．．．．．．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簡民基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簡民基牧師 司琴：鄧惠玲傳道 
主席：岑詠君傳道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岑詠君傳道 
讀經．．出埃及記 34章 1-10節． 岑詠君傳道 
講道．．．．．求主憐憫！．．．．．．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簡民基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簡民基牧師 司琴：鄧惠玲傳道 
主席：岑詠君傳道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報告．．．．．．．．．．．．． 岑詠君傳道 
讀經．．出埃及記 34章 1-10節． 岑詠君傳道 
講道．．．．．求主憐憫！．．．．．． 講員 
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簡民基牧師 

 

2020年 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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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崇拜暫停 
 
 
2020年 4月 1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崇拜暫停 
 
 
 



  

家事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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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6 日，此段期間，會眾可上九龍靈糧堂網頁

(www.kllc.org.hk)參與網上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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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月 10日(星期五)的受苦節默想聚會及晚間聖餐崇拜因疫情緣故全日

取消，不過，當日將安排網上的受難日默想時間，信徒可經本堂網頁

參與當日的默想。 

3. 此外，4月 10日(星期五)晚上 8時至 9時將安排網上的受苦節晚間錄

影崇拜，是次將由各同工分享「十架七言」，請會眾提早 10 分鐘預備

自己一起網上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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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兩個月本堂均以不同方式去服侍社會有需要的人，藉著社區服侍

去表達關懷: 如派口罩、送消毒清潔液等，若信徒有負擔一起服侍，

請留意稍後公佈的參與方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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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崇拜及聚會安排將因應疫病情況修訂，會眾可致電 23361696本堂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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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節與復活節活動 

日期 內容 備註 

4月 10日(星期五) 網上「受難日」默想 早上 9時至下午 5時 

4月 10日(星期五) 網上受苦節晚間崇拜 晚上 8時開始：十架七言 

4月 12日(主日) 網上復活節崇拜 早上 11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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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牧養 

2020年初至今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新冠肺炎」的突襲及肆虐下，

教會基於信徒免受感染為前提，果斷地於 2月初停止主日四堂所有現場集

體崇拜，改為網上播放崇拜錄影。此外，隨著疫情的變化，教會亦分階段

陸續暫停了一切基教課程及小組相交的活動。不過嚴峻的疫情無阻教會回

應上帝的使命，教牧同工兩個多月來透過不同的形式繼續牧養信徒，也沒

有忘記關愛社區，貧困家庭及弱勢社群的需要，我們的服侍方向如下： 

兒童牧區: 

1. 幼童區同工每星期會以 WhatsApp發放一段福音短片給家長，由家長

播放給小朋友觀看。 

2. 小童區同工每星期繼續發放祈禱曆給同學，鼓勵同學在疫情期間為

自己及別人祈禱。 

3. 同工以電話聯絡家長表示關心及問候，又會與個別同學 WhatsApp，

關顧同學學校停課期間的生活及學習。 

青少年牧區: 

1. 同工及導師利用 Zoom在網上與信徒開小組、團契，及一齊查經。 

2. 二月份，逆風帶曾拍片分享疫情下一些反思，之後，逆風帶亦安排

了定時定候的網上聚會，與青少年網上暢談。 

3. 在關顧 DSE同學方面，同工將考試防疫物資送去他們住處，並為他

們身體及考試祈禱。 

青成/家庭牧區: 

1. 教牧同工聯絡信徒及院舍的長者，關顧其在疫情下物資的需要，必

要時會將口罩或酒精送去其住所。 

2. 在同工的協助及鼓勵下，許多小組已開始網上小組分享或查經，在

疫情下彼此分享鼓勵。 

3. 教牧同工撰寫靈修指引，及四十日受苦節前默想經文已相繼安排在

教會網頁供信徒靈修使用。 

4. 三月底試行網上祈禱會，與信徒一起為疫情祈禱。 

5. 鼓勵信徒將疫情下面對的困擾(家庭壓力，工作困難，教會生活等)，

其中生命的體會、故事、感恩見證或所需的代禱等，化為文字投稿

教會，讓眾信徒同行共禱。 



長者牧區: 

1. 以電話關顧及聯絡長者，有需要探訪並提供口罩及漂白水等物資。 

2. 誦讀有安慰信息的詩篇/經文，用手機錄音，然後發放給長者。 

白田中心: 

3. 以電話關顧功輔班同學停課生活及協助網上功課。 

4. 同工有需要會家居探訪長者，提供口罩，漂白水及白米等物資，至

今派出 65公斤白米，超過 20個家庭受惠。 

5. 白田中心因疫情下停止了功輔班及義診，然而，感恩 2月初陸續收

到奉獻口罩後，同工隨即展開主日下午白田區派口罩行動，截至 3

月初出隊已 10次，派出口罩約 5500個，受惠單位接近 900個。疫

情舒緩後會繼續祝福社區。 

（註：若信徒有負擔一起服侍，請留意待疫情稍減後公佈參與的方式。） 

 

疫境同行 

為鼓勵信徒在這段面對疫情的時間可以有彼此分享，信徒可將一些個人

的見證、故事、經歷、感恩等與會眾分享，分享將會放上教會網頁，信

徒可將分享電郵教會：kllc@kllc.org.hk或將文字見證分享等上傳與本

堂同工（只收電子版，不收實體文字），文字限制在 100-1000字，分享

可選用不記名，本堂將按內容的適切性刊登教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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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教部 
2019年全年修讀課程記錄公告 

2019 年基教課程在社會運動的陰霾下，無阻信徒追求學習真理的情緒及

認識上帝話語的機會。2019年基教部共開辦了 16個學科，而與中國神學

研究院協辦之「生命之道」經卷課程，更廣受信徒的歡迎，令參與基教

課程新同學增加 54人。2020年，基教部因應時代的需要，嘗試開辦網上

學習的平台，又繼續維持以 100 元優惠價修讀外來講員的學科，為要推

動信徒積極學習聖經真理，盼望信徒能把握學習的機會（一年三個學科）

或每年最少修讀 50小時持續進修。2019年信徒參與修讀學科累計時數如

下(排名不分先後)： 

修讀 80小時以上的信徒如下: 

丘瑞梅 (共 1人) 

修讀 50小時以上的信徒如下: 

戴玉珍 鄭曼莉 鄧麗華 鄧麗環 吳慧清 鄺寶怡 李美蓉 

邵永輝 梁錦全 曾幼娟 蘇楚麗 黎美美 鄭凱茵 雷永光 

鄧惠嫺 周鳳蓮 鄺美華 (共 17人) 

2019年修讀時數累計少於 50小時以下的名單，或想取得個人修讀紀錄，

或對紀錄有任何查詢的同學，可直接聯絡周國蘭傳道。 

 
 

2020年基教部春季(4-6月)課程簡介 

課程 日期 時間 導師 

約拿書研讀 

(29/3 截止) 
7/4 至 5/5(二) 晚 8:00-9:15 

林晶傳道 

(網上上課) 

【成長課程(一)】

認識聖經 
20/6 至 11/7(六) 午 3:00-4:00 王華燦牧師 

「奪寶奇兵」 

之舊約旅程(一) 

A 班(星期三) 

17/6 至 2/9 

晚上 

7:30-9:15 
簡民基牧師 

B 班(星期日) 

21/6 至 6/9 

早上 

9:10-10:30 

註: 1. 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手續，請參考課程單張及地下基教壁報板。 

2.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周國蘭傳道(2336 1696)。 



安息禮拜公告 

廖明弟兄已安息主懷，謹定於4月3日(四)早上11:00在富山火葬場集合舉

行火葬禮，祈盼認識廖弟兄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向其家人作

出慰問。 

 

崇拜唱頌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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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簡民基牧師 

講題：求主憐憫！ 

經文：出埃及記卅四章 1-10節 

 

引言：疫症至今仍未受控，大家會怎樣禱告？ 

經文背景：當摩西在上了西乃山一段日子(40日)，百姓顯得不耐煩，就

來到亞倫面前，對他說：「起來，為我們作神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

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甚麼事。」(出 32:1)

百姓敬拜亞倫打造的金牛犢，惹得耶和華發烈怒，耶和華不欲與民同

行… 

 

(一)摩西的聽命 v.1-4 

 

(二)上帝的宣告 v.5-7 

 

(三)摩西的求情 v.8-9 

 

(四)上帝再立約 v.10 

 

總結：無論你遇到甚麼困難，不可忘記施恩的主與你同在！ 

 

問題討論 

1. 疫情至今還未受控，而且愈來愈嚴峻；又或者你正面對著困難，不知

如何是好…你有埋怨上帝不理嗎？ 

2. 甚麼是最重要呢？是上帝的恩典？抑或是上帝？ 

3. 今日的經文給你甚麼啟迪，尤其是上帝的宣告？ 

4. 摩西給你甚麼學習的地方？ 



 每周代禱欄 (3月 29日至 4月 4日)  

國度 比利時 

  比利時西歐國家，首都布魯塞爾，人口差不多 1,100百萬，民

族以弗拉芒人-荷蘭語社區佔 59%和瓦隆人-法語社區 40%為主，

餘下 1%為德語社區。比利時主要宗教為天主教，信徒佔人口 75%，

近年來只有約 10%人定期參加彌撒。其它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基

督新教、以及猶太教。伊斯蘭教由於穆斯林移民暴增而佔有全

國人口的一定比例。「青年使命團」在比利時成立了一個新的團

隊－「新鄰舍」，目的是要在莫倫貝克（布魯塞爾近郊穆斯林聚

居地）以及鄰近的幾個穆斯林社區展開植堂事工。 

 禱告： 

□ 為着「新鄰舍」打開莫倫貝克以及鄰近的幾個穆斯林社區的門，

在當中興起對福音有興趣的「平安之子」。 

□ 祈求主保守事奉者平安，賜給他們勇氣為主作見證，感動信徒歡迎

難民進入他們家中，與他們分享基督的愛。 

宣教 □ 求主記念新天地宣教士伉儷「撒種工程」的工作，在人手短缺的情

況下仍能持續發展，讓新天地地區大部份不能外出的人得到好消息，

仍能夠堅定信靠主耶穌，心裡有平安。 

 □ 請記念卡族朋友們在疫情中堅持信靠主，滯留外地的同路人們可以

早日回家。 

 □ 請記念新先生的肩周炎透過治療和運動能完全康復，新太太的腰痛

症仍持續，醫生能為她作合適的治療，持續節制飲食和堅持做運

動。 

 □ 請記念他們在老家的家人和朋友們，在疫情中有從上而來的平安，

能倚靠主得力。 

社會 □ 「新冠肺炎」病毒仍在全球不斷蔓延，還未受控。這不但令各

國非常擔憂，人人自危；也可能令全球經濟陷入蕭條，大大影

響民生。我們祈求天父憐憫的同時，也求聖靈感動人心，叫每

人(尤其國家領導人)都謙卑下來，好好反省，引導人歸向天父。 

教會 □ 請記念從外地回港人士，求主感動各人有自制力，願意自我家居隔

離，減少交叉感染機會。 

 □ 教會因疫情愈來愈嚴峻而繼續暫停主日崇拜及一切聚會/活動，祈

求聖靈賜眾教牧同工智慧去牧養會眾；又感動大家用其他「非接觸

式」的方法彼此相交和鼓勵，在「疫」境同行。 

□ 記念 322工程因疫情緣故而所受影響，無論工程可能延誤，工友的

身心靈健康，求主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