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11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 

講題．．．．．．為自己生命求福 

講員．．．．．．．．鄧惠玲傳道 

經文．．．．歷代志上 4 章 9-10

節主席．．．．．．．．陳澤琳傳

道司琴．．．．．．．．周潔珠姊

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 

講題．．．．．．．．我要顯為聖 

講員．．．．．．．．李懷蓉傳道 

經文．．．．．．．．利未記十章 

主席．．．．．．．．李展庭執事 

敬拜隊．．．．．．．．The Flock 

 

2023年 3月 12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 

講員：岑詠君傳道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廖曉恩姊妹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 簡民基牧師 

讀經．．．．創世記 42-45章選讀．．．．講員 

講道．．．．．．復和的關鍵．．．．．．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簡民基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上午十一時 

講員：岑詠君傳道 司琴：陳澤琳傳道 

主席：李展庭執事 敬拜隊：喜樂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聖餐．．．．．．．．．．．．．．余劍雲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 余劍雲牧師 

讀經．．．．創世記 42-45章選讀．．．．講員 

講道．．．．．．復和的關鍵．．．．．．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余劍雲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講員：岑詠君傳道 司琴：黃惠萊姊妹 

主席：鄭曼莉姊妹 敬拜隊：甘泉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聖餐．．．．．．．．．．．．．．祝宗麒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 祝宗麒牧師 

讀經．．．．創世記 42-45章選讀．．．．講員 

講道．．．．．．復和的關鍵．．．．．．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講員

祝福．．．．．．．．．．．．．．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基於支持環保，已印備小量 70周年特刊供有需要會眾索取留作記念，數
量有限，送完即止！ 

2. 幼童崇拜歡迎兩歲半起幼童參加幼童崇拜，如有查詢請與李金鳳姑娘聯
絡。 

 

網上雙週祈禱會(ZOOM)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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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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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差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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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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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App/Sig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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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3年 3月 19日（下主日） 
時間：上午 9：30 - 10：30 
地點：六樓桃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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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kllc.org.hk/


恩光詩班招募 

恩光詩班正在尋找一顆熱熾燃燒的心，一起歌頌上主！歡迎有志委身事奉的

信徒，只要你是已受水禮及出席本堂聚會超過一年，請於崇拜部壁報板索取

報名表格 (須經試音，合則加入)。 

 

安息禮拜公告 

龔方淑嫻姊妹已安息主懷，謹定於 3月 15日(星期三)晚 7:30假世界殯儀館

舉行安息禮拜，於翌日 3月 16日(星期四)上午 10:30舉行告別禮，祈盼認

識龔方淑嫻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祈禱記念，並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疫後同行 
都市綠洲 — 金督馳馬徑 

金督馳馬徑，一個好特別的名稱，原來是香港第 17 任港督金文泰，經常在

這路上騎馬郊遊而得名的地方。此徑位於港島東區至北角的山麓，是一條郊

遊路徑及街道，既平順易行，沿途亦會經過不少山澗小溪及林蔭，因此又被

稱為市區的綠洲，遠可眺望港島及九龍的市景，是該區居民晨運的好去處。

參加者可先看古蹟再賞維港兩岸，是不錯的行山郊遊好地方，就算在炎夏前

行仍感舒暢。 

行山日期： 15/4/2023(星期六) 

集合時間： 早上 9:30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鰂魚涌港鐵站 A出口 

活動時間： 早上 9:30-下午 2:00(行山路程約 4小時，會安排有休息時間） 

行程難度： 2.5-3星（5星為最難）是次行程有上斜及梯級，參加者宜先衡

量個人能力才報名。 

參加人數： 25人(額滿即止) 

截止報名： 9/4/2023(主日) 

報名方法： https://forms.gle/WyzDJiUEJxayvRh18 

 或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註: 如有疑問可向周國蘭傳道查詢（2339 3079) 

  

https://forms.gle/WyzDJiUEJxayvRh18


進入「預苦期」 

 

 

「預苦期」屬靈操練建議 

1. 每天選擇一個時段，或選擇其中一餐進行禁食禱告，讓我們更專注於主，

省察個人生命。 

2. 學習「捨棄」操練，選擇簡樸飲食、不選擇奢侈品、放棄平日依賴的事

物（如網絡、嗜好、生活陋習…），讓身心靈不受物慾束縛，得著自由。 

3. 參與雙週祈禱會，同心為教會守望。 

4. 藉著「苦路之旅 40 天靈修默想」資料，細思主為我們所走過的受苦之路。 

5. 參與 4 月 7 日（星期五）受苦節日間默想，或晚間受苦節崇拜，記念為

我們受苦的主。 

6. 關心我們的鄰舍（如家人、親朋、同事…），並活在不安和掙扎中的群體，

留意他們的需要，為他們禱告，並盡力作出適切幫助，讓他們的身心靈

都得著滿足。 

 

受苦節日間默想：苦路十四站 

耶穌受審定罪後走向各各他山的一段路稱為苦殤路，自第四世紀開始有信徒

走這段路來記念主耶穌的受難。我們把苦路十四站的設計放了在教會的 322

天台，希望成為一個信徒默想靈修的空間。今年的受苦節（4月７日星期五）

我們會開放 322禮堂及天台予弟兄姊妹進行日間默想，詳情如下： 

 默想時間由早上 9時至晚上 6時。每個時段為 1小時。最早時段為早上

9-10時，最後時段為下午 5-6時。 

 每個時段內容為： 

〘禮堂〙詩歌–短片–〘天台〙苦路十四站默想–〘禮堂〙聖餐 

 因天台地方空間有限，每小時的時段上限為 30人。 

 如該時段未滿，可容許即場參加；如已滿，可參加之後未滿的時段。 

可以預早報名，請在地下大堂的報告板上報名。報名後請按時前往 322 禮

堂。 

「預苦期」，又名「大齋期」、「四旬期」，為復活

節主日前的四十天（不計算期間的主日），藉著禁
食、禱告、服侍等屬靈操練，提醒信徒不單要向
主悔罪，更要活出信仰，背起十架跟隨主。 



誠聘辦公室幹事 

本堂欲誠聘辦公室幹事兩位，協助處理日常教會事務，應徵者需為清楚重生

得救之基督徒，中五或以上程度，人際關係良好，善與人溝通合作，具備一

般電腦文書處理能力，懂中文輸入法，並對使用雲端／網上平台有經驗者優

先。有負擔者請把履歷寄「九龍城嘉林邊道一號九龍靈糧堂」人事小組收，

合則約見。 

 

基恩敬拜禱告更新 2023 
日期：4 月 28-30 日 

地點：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 

（17/3 前早鳥優惠門票每張$170） 

＊現招募弟兄姊妹作司事、陪談員，若有感動可聯絡祝牧師。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導師 截止日期 

信仰探索班 

每月逢第 2及 

第4個星期日 

上午 

10:45-12:15 

六樓 

桃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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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箋 

2023年 
3月見證分享：不只風聞有祢    

京都短宣之旅 

時間：今年 6月下旬或 7月上旬，暫定 8天的旅程 

資格：本會成年會友，懂日文更佳 

費用：機票 / 酒店自付，價錢待定 

截止：3月 26日 

負責同工：曹錦能牧師、陳澤琳傳道  

有意報名請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gLfdz4NY7ARppxKb9 

如有問題可向曹牧師或澤琳傳道查詢。 

 

家事提提你 



 

2023年春季(4-6月) 
基教課程簡介 

 

<詩篇選讀>網上課程 
  

我們在人生不同階段都面對很多困難和挑戰，不但使我們心靈上受苦受挫，

也衝擊著我們信仰上的認知層面。在這些境況中，詩篇對我們有很大的幫

助。本課程將仔細研讀五篇詩，讓我們了解詩篇其中五個主要類別：哀告

詩、咒詛詩、君王詩、律法詩、認罪詩。 

  

日期：2023年 4月 21日至 5月 19日 (共五堂)  

時間：逢星期五 晚上 8:15 – 9:30 

導師：岑詠君傳道 

截止：9/4/2023(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BZJ2wNf7mLL9pmz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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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BZJ2wNf7mLL9pmzHA


<浪花淘盡英雄 — 撒母耳記上 (四之一) > 網上課程 
  

撒母耳記上全卷 31章，從撒母耳出生開始，到掃羅王敗亡結束。當中以色

列民族走過幾個標誌性的階段，人物角色眾多，關係描寫筆觸細膩。以史

為鑑，聖經作者想讀者有什麼學習？第一個課程會研讀撒上 1- 8章，細看

撒母耳與約櫃的故事。 

  

日期：2023年５月 10日至 6月 21日 (共七堂)  

時間：逢星期三 晚上 8:30 – 9:45 

導師：曹錦能牧師 

截止：30/4/2023(主日) 

報名：https://forms.gle/eR66ktyXCswjwwt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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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日 

1) 祝宗麒牧師外出將軍澳主恩靈糧堂證道 

2) 曹錦能牧師外出圓洲角浸信會證道 

3) 林晶傳道外出信望愛福音會北角堂證道 

 

https://forms.gle/eR66ktyXCswjwwtm8


清晨堂唱頌歌詞 《祢是我的一切》(曲/詞:Dennis Jernigan，版權:不詳) 

祢是我倚靠的力量，祢是我尋求的寶藏，祢是我的一切。 

祢好比貴重的珍寶，我怎能放棄祢不要，祢是我的一切。 

擔當我罪債和羞辱，死裡復活我蒙救贖，祢是我的一切。 

當我跌倒祢扶持我，當我乾渴祢充滿我，祢是我的一切。 

*  耶穌，神羔羊，配得大讚美，耶穌，神羔羊，配得大讚美。 
 

《神羔羊配得》(曲/詞:Darlene Zschech，中譯詞:周巽光，版權:Hillsong) 

感謝你的十字架，感謝你付上代價， 
擔當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賜下奇妙恩典； 

感謝你無比大愛，感謝你釘痕雙手， 
寶血洗淨我污穢，使我瞭解，你完全包容赦免。 
*  神羔羊配得，坐在寶座上，頭戴著尊貴冠冕，你做王到永遠； 
 來尊崇讚美，耶穌神兒子，從天降下被釘十架，神羔羊配得。 
 

《祂的期望》(曲/詞:余雪瑩，版權:不詳) 

祂本有大權能，甘願來為我救贖，我卻不懂珍惜這愛，從末領會便離開； 
釘因我罪鍊成，傷痕源自我過犯，喝這苦杯祂全為我，鞭傷唾罵默承受。 

*  猶如我親手掛主於架上，祂眼光仍然滿寬恕； 
 期望愛可使我回頭，再痛為我亦願承受。 
 現我悔改得救，自今以後主賜生命常共我緊扣； 
 無論這刻歡笑或愁，主同在已夠。 
 

《愛是不保留(副歌)》(曲/詞:盧永亨，版權:團契遊樂園)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早堂唱頌歌詞 《晨禱》(曲:陸耀靖，詞:廖惠恩，版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每清早我願呼叫恩主，主啊！我願向祢，傾訴心裏的意念， 
祈求祢更新改變我心靈，祢恩手已為我掌管。 
每清早我願呼叫恩主，主啊！我願細聽，聽祢給我的說話， 

祈求祢釋放潔淨我心靈，在主內平安保守我。 
*  來讓我禱告，來開聲禱告，盼祢細聽我，靈裏禱告吶喊聲， 
 呈奉我身我心，擺上給祢，期待祢前來，燃亮我，復興我，更新我。 
*  來讓我禱告，來開聲禱告，盼祢細聽我，靈裏禱告吶喊聲， 
 呈奉我身我心，全然奉獻，期待祢前來，燃亮我，復興我，更新我。 

 



《再次將我更新》(曲/詞:林婉容，粵語譯作:鄧凱琳，版權:原始和聲) 

讓我屈膝，盡我一生，將我心單單歸向主，俗世所想全屬虛幻，唯獨祢愛方永久； 

樂意甘心，為祢傾出，夢與今生的理想，求祢洗清我的過犯，求祢潔淨我心。 
萬有的主，為了蒼生，祢竟甘心犧牲，寧願捨身來換我救贖，無盡愛意為祢傾。 
*  崇敬與稱讚，都歸祢，祢是道路，真理，生命， 
 容我再一次，將心歸祢，令我再次更新蛻變。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曲/詞:方文聰，版權:玻璃海樂團) 

主，祢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主，祢是尊貴，祢是可畏，是我的高臺。 
主，祢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主，祢是拯救，祢是寬恕，是我的盾牌。 

Pre-Chorus 抬頭吧!別再被勞役，降服吧!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獲釋放，祢國要彰顯。 
*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順服祢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曲/詞:劉頌賢，編曲:Stanley Tong，版權:Milk & Honey Worship) 

光除掉黑暗，但亂世裡充斥了頹垣敗瓦，祢可否聽到我呼喊， 
祢榮耀降臨，號召祢的子女同負十架，角聲在全地奏響。 

* 萬世君王，從黑暗世代裡，綻放出光芒，覆蓋這地方， 
 被擄得釋放，瞎眼今得看見，願我心更新意念，聽見祢差遣。 
**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祢，必有迴響， 
 請讓我看見，心力全然奉獻，能在這荒土忠心作戰， 
 全是祢恩典，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祢， 
 求被祢差遣，願我們興起，國度榮耀屬祢， 
 主光芒今統領這地，合一歸祢。 
Bridge 萬世君王，從黑暗世代裡，綻放出光芒照亮著前路， 

 被擄得釋放，瞎眼全然看見，願我心抓緊信念，見證祢恩典。 
 

下午堂唱頌歌詞 《主手所造》(世紀頌讚 47首，版權:浸信會出版社) 

主手所造萬象生靈，同發聲音讚美真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溫柔明月，光耀日輪，狂風、密雲、清晨、黃昏。 
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清清河水長流不歇，熊熊烈火供人光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大地高山無盡寶藏，滋生萬物，花草芬芳。 

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萬物讚美造物主宰，都當謙卑向主敬拜，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同聲讚美三一真神。 
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是為了我罪》(曲:鄭楚萍，詞:陳芳榮，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工協會) 

在十架上被人冷眼嘲笑，汗血淌滴下救主被釘死， 

主宰基督為人背上苦擔，繫掛那木頭的應是我。 

是為了我罪，祂捨尊貴，是為了我罪，祂犧牲一切， 

在十架上，恩主彰顯祂的愛，罪債於一身，祂拯救萬世。  

復活盼望罪人今得新生，信祂的必可承受永生， 

復活盼望罪人變改身心，並賜我聖靈祂一世護蔭。 

被罪惡枷鎖，今得釋放，被罪惡枷鎖，今可得衝破， 

復活盼望，是讓主居於心裡，願一生跟主，祂一世導引。 

  

《聖靈之歌》(世紀頌讚 250首，版權:浸信會出版社) 

願聖子基督差遣聖靈與慈愛將你包圍；祂充滿你心使你靈得滿足。 

將憂慮交給恩主擔承，像鴿子的主聖靈，要降臨在你生命使你完全。 

一齊來歡欣高聲稱揚，喜樂充滿你心靈；舉起你雙手願降服在主名。 

主解開心中悲哀憂愁，醫治你以往傷痛，你要靠耶穌聖名進到永生。 

副歌：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耶穌，主耶穌，來充滿群羊。 

 

 《永約的神》(曲:吉中鳴，詞:鄭楚萍，版權:香港基督徙音樂事工協會) 

信 - 是我這生尋著祢的應允，是永生的源頭方向，令我生命更新。 

心 - 願意一生順服祢的指引，伴我一生同行衝破危難困憂。 

* 神已立約，傾出祂恩惠並祝福我一世， 
 神已立約，顯彰祂的愛並寬恕我一切， 

 和祢立約，願跟主方向，願遵守祢管教；齊頌讚主 

永活全能，信實無窮，千載百世不變更！ 

 
  
三堂回應歌 《靜候恩主》 

(曲:John Laudon，詞:鄧惠欣，版權:匠心唱片製作有限公司) 

靜候恩主，萬念敞開，神獨祢照我心深處； 

像陣清風，透我心窩，除掉往昔的損我。 

* 主請祢進入我心裡面，解開我擾困，彰顯祢大能， 
 更新我裡面，賜我美善，藏在我的心不變。 

 

  



 每週代禱欄 (3月 12至 3月 18日)  

國度 中國 - 門巴(措那)族  

 3.4萬多門巴族人居住在西藏自治區南部地區的措那縣，其餘散居

在墨脫縣的東北部，該民族的大多數（13.8 萬人）定居在不丹，

此外有 4.4 萬門巴族人居住在印度北部的阿爾阿洽布里德什。近

300年以前，門巴族人穿越喜馬拉雅山進入西藏東南部地區。1959

年之前，門巴族一直是受藏族人壓迫的農奴，即使是離村外出，

也要求得藏族領主的許可。門巴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唯一實行「水

葬」的民族。屍體被切成 108 塊，然後丟進流淌的河水中沖走。

多數門巴族人表面上都信奉喇嘛教，門巴人聚集地常由巫師管

理。因為其地理、文化和語言處於隔離狀態，所以不丹、印度和

中國的門巴族人中，均沒有已知的基督徒。在中國所有的少數民

族中，門巴族依然是福音最難進入的民族群體之一。 

 □ 祈求我們所信靠的神決不受任何限制。求主臨到門巴族人，吸引

多人歸向他。 

 □ 祈求神差遣合用的工人，進入西藏門巴族地區。靠著神的大能，

打破撒旦在西藏地區的強大勢力。 

 宣教 □ 禱告記念麥子、鴿子宣教士夫婦一家的平安，並為他們的健康禱

告上主，求主保守看顧。 

 □ 他們居住的 T 城市發生了大規模聚集事件，是吉爾吉斯族和東幹

族這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兩族之間的矛盾積怨已久，接下來或

許會發生暴力衝突，為他們一家的安全禱告上主。  

職場 □ 日前再發生嚴重的士車禍，做成乘客及多名途人受傷，事件涉及

一名年長的司機。近年多次有高齡的士司機涉及交通意外，不少

市民關注對於高齡司機的發牌要求。我們為此禱告，也為今次的

傷者能夠早日康復祈禱。 

社會 □ 為父母禱告，求神的愛臨到每一個家庭，讓父母有愛心、耐心和

智慧，以神的說話教養兒女，夫婦二人又能彼此聆聽，互相扶持，

面對生活不同挑戰。 

教會 □ 為教會自修室禱告，感謝神讓我們有空間服事學生，亦讓弟兄姊

妹願意一同服事作管理員，求神賜福我們的服事，讓更多人因著

教會的開放、包容與接納，經歷基督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