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25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 

講題．．．．耶穌用比喻警告祭司 

講員．．．．．．．．文永基弟兄 

經文．．．．．馬太福音 21:28-46 

主席．．吳楚實習傳道/陳麗萍姊妹 

司琴．．．．．．．．林寶鈿姊妹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 

講題．． 約瑟在職場(四) 機會到了 

講員．．．．．．．．岑詠君傳道 

經文．．．．．．． 創世記 41章 

主席．．．．．．．．劉愷信弟兄 

敬拜隊．．．．．．．．．．Zera 

 

2023年 3月 26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 

講員：黃聲鋒牧師 司琴：張美玲姊妹 

主席：陳淑儀傳道 敬拜隊：非拉鐵非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主席 

讀經．．．．．約翰福音 5：10-19．．． 主席 

講道．．．．．我父作事直到如今．．．．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主席 

祝福．．．．．．．．．．．．．．祝宗麒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上午十一時 

講員：黃聲鋒牧師 司琴：Miracle 

主席：岑詠君傳道 敬拜隊：加百列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主席 

讀經．．．．．約翰福音 5：10-19．．． 主席 

講道．．．．．我父作事直到如今．．．．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主席 

祝福．．．．．．．．．．．．．．祝宗麒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王惠明姊妹 

主席：黃洪珠姊妹 敬拜隊：歡樂泉源 

宣召、詩歌敬拜．．．．．．．．．．．．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公禱．．．．． 祝宗麒牧師 

讀經．．．．撒母耳記上 25章．．祝宗麒牧師 

講道．．．．．失衡與玻璃心．．．．．．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祝宗麒牧師 

祝福．．．．．．．．．．．．．．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感謝神今主日邀請到黃聲鋒宣教士伉儷到本堂證道，願主親自報答。 

2. 早堂後有黃聲鋒宣教士伉儷差傳祈禱會，請關心宣教的肢體預留時間參
加。 

3. 奉獻指引：謝謝大家對不同事工和宣教士的記念和奉獻支持。請注意教
會不會再安排代收付還，所有奉獻給個別宣教士的，都會加入差傳總經
費內。奉獻給個別事工或群體的，也會撥入教會經常費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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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3月 31日收到奉獻，將獲發 2022-23年度之全年奉獻收據)，除
非收到奉獻者另外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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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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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短宣之旅 
什麼是宣教(MISSION)？如何在短宣中領會宣教的真義？宣教與長居香港
的我有關係嗎？期望今次探訪京都及滋賀的教會，可以： 

- 重尋昔日宣教士在日本的足跡，了解基督教在日本的歷史 
- 與京都教會交流 
- 身體力行學習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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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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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節晚間聖餐崇拜 (實體聚會及網上直播) 

日期/時間: 4月 7日(星期五) 晚上 7:30 
地     點: 嘉林邊道 1號禮堂 
講     員: 黃國維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 
題目/經文: 在彼拉多手下受難 (約翰福音 18: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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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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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禮堂〙詩歌–短片–〘天台〙苦路十四站默想–〘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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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3屆(4月)水禮及轉會名單 
 

水禮者：黎耀佳、黃珏瑩 

轉會者：周燕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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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篇選讀 > 
網上課程 

2023年4月21
日至5月19日 

逢星期五晚上
8:15–9:30 

岑詠君傳道 
9/4/2023 
(主日) 

https://forms.gle/BZJ2wNf7mLL9pmzHA 

< 浪花淘盡英
雄 — 撒母耳記
上 (四之一) >  
網上課程 

2023年５月10
日至6月21日 

逢星期三晚上
8:30–9:45 

曹錦能牧師 
30/4/2023 
(主日) 

https://forms.gle/eR66ktyXCswjwwtm8 

家箋 
2023年 

3月見證分享：不只風聞有祢   

疫後同行 
都市綠洲 —  
金督馳馬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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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https://forms.gle/WyzDJiUEJxayvRh18 
或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截止報名：9/4/2023(主日) 

 

家事提提你 

https://forms.gle/WyzDJiUEJxayvRh18


清晨堂唱頌歌詞 《祢是聖潔》(曲/編:曾祥怡，版權:讚美之泉） 
耶穌祢是何等聖潔美麗，萬人中無人能與祢相比。 
耶穌祢是永恒明亮晨星，榮耀尊貴再來君王。 
* 主祢是聖潔，配得一切尊祟與讚美。 
 永遠尊貴，永遠榮美，我們謙卑俯伏敬拜。 
 主祢是聖潔，從永遠到永遠不改變。 
 何等尊貴，何等榮美，我們謙卑俯伏敬拜。 
Coda 聖潔真神，祢榮耀充滿在全地。 

 
《十架犧牲的愛》(曲/詞：馮鑑邦、高思敏，版權：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耶穌捨身十架，主祢為我犧牲。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 
祢被世人離棄凌辱，至死不退縮，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祢為我的過犯，撇下榮耀尊貴，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眾罪已得潔淨；祢是奴僕君王，權柄尊貴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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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        《改變世界》（曲:杜國耀，詞:張寶興，版權:All Chinese Prise & worship） 
懇求主，祢看看我雙手，一切我所有，甘心為祢用。 
懇求主，祢看看我的心，塑造煉淨我，將我分別為聖。  
我們要奔向祢的祭壇，得著祢的火焰，站在破口中，搶救那失喪的靈魂； 
求主賜我憐憫的心，為這迷失的人群，我們要帶來改變，帶來盼望在這地。 
回應祢的呼召，建立合一的教會，讓祢榮耀彰顯，賜下救恩給萬民，給萬民。 

 

早堂唱頌歌詞     《永活真神》（曲：John Laudon，詞：唐桂成，版權:HKACM）  
1. 萬物未創造，年日未開始，有歌聲已響遍佈滿至高處； 
日後萬有必歸向造物的主，世間終必會讚頌這至聖的主； 
但我只知寶貴這時刻，讓我傾出真心意來稱讚祢， 

2. 一生的光陰還未渡一天，祢早將我揀選，賜予我恩典。 
或遇著千般挑戰，患難試煉，祢手必將我捉緊，牽引到終點。 
但我只知寶貴這時刻，讓我傾出真心意來稱讚祢， 

* 是永活真神，是永活主宰，是昔在今世到永遠常存在！ 
越過萬千里，越過萬千載，亦配受所有敬拜不會變改。 
永活的祢，當得讚美。 

 

http://stc.hkcccc.org/


《仰望恩典》(詞、曲:鄭戀柔,版權:讚美之泉)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鐘我仰望祢的恩典， 
患難時在我喜樂時，祢雙手領我進入祢恩典；  
主耶穌祢寶血，洗淨我一切的罪孽， 
為我死為我而流淚，賜給我無盡的恩典。 
* 我能有什麼給祢啊，能報答祢付的代價，  
每當我定睛祢十架，眼淚不禁潸然地落下， 
我的心不要忘記啊，祂鞭傷換來新的生命啊，  
從此不再憂傷，不再掙扎在耶穌懷裡，我有平安自由希望。 

 
《最美好…盡力愛祢》(曲/詞:TWs,版權:香港學園傳道會) 

最美好曾遇上，是祢溫柔的接納，了解我軟弱，體恤因祢愛護。 
神信實不變，恩典甘甜多美善，帶給我希望，滿足我心需要。 
今我願相信，祈求神祢在我裡頭扶助我，願一生到盡頭也不變。 
* 我要盡心專一高舉祢，因祢是我的主， 
我要盡性謙卑將心獻，給祢塑造性情， 
今我盡意敞開心思緒，盛載滿祢話語， 
神伴我一生同行，讓我盡力愛祢。 

Bridge: 讓我每天緊靠祢，願一生跟祢走，讓我告知這世界，是祢深愛我。 
Coda: 神伴我一生同行，讓我盡力愛祢，最美好曾遇上是祢。 

 
[回應詩]        《尋求神的臉》（沙田浸信會敬拜讚美詩集 02-站於天地之間） 
1. 若我的子民，謙卑禱告，尋覓著我臉，承認他的過犯，立志遠離邪行， 
  我便打開天門，從天上垂聽著禱告，赦免罪孽，傾出恩典， 
 醫好這地的傷處。 
2. 若我的子民，謙卑禱告，尋覓著我臉，承認他的過犯，立志遠離邪行， 
  我便打開天門，從天上垂聽著禱告，赦免罪孽，傾出恩典， 
 醫好這地的傷處。 
*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淨，願聖靈從頭復興我， 
  化軟弱成壯健，憂傷得醫治，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下午堂唱頌歌詞 《天地讚美》（曲:吉中鳴，詞:鄭楚萍，版權:ACM） 

地與海奏出歌韻，磐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頌，雲霧同頌吹送，全地奏響聲勢無比。 
頌讚聲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事奉，高唱萬有之上， 
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 讓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讓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恩主美善愛眷》(曲:Siegfried Fietz，調:Von Guten Machten，詞:潘霍華，粵譯:黃巧兒) 
1. 塵世變故，我知有恩主看顧，除去驚慌，頃刻安慰引牽， 
期盼與祢挽手，縱艱辛不變，迎向新天，光輝終必得見。 

2. 沉痛，困惱，創傷至今都憶記，沉重過去交織，捆綁，壓逼， 
求祢賜我眾安穩，施恩釋放，憐憫，關心，體恤孤寡小眾。 

3. 如祢要賜予我眾險阻挑戰，沿各處披荊斬棘風雨飄， 
前往哪裏靠主可心堅不怯，如得賞恩膏，謹遵主旨意。 

4. 來看看世界主所應許所賜，崇山峻嶺輝映溪澗美景！ 
常冀盼你我都可居於主裡，無邊深恩祝福今生伴隨。 

5. 誰決意進到憂傷漆黑之處，燃點起燭光，親安撫眾心？ 
神察看引領，高超光輝啟暗，同跟主恩光，終此生不變！ 

6. 塵世變故，細聽細想、輕觸碰，神高於諸天，掌管這世間！ 
來讚美、獻奏、高歌不息音韻，崇拜三一主，身心皆呼應！ 

* 是主傾出真光照，美善愛眷，路遠也可堅守，因祢護航， 
夜幕低首，日光高昇，主引領，信靠救主恩看顧達雋永。 

 
《祢是我神》(曲/詞:霍志鵬，版權:敬拜者使團) 

1.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2.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 
   心緊靠祢進祢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  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祢，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Coda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因祂活著》(版權:不詳) 

1. 神賜愛子，祂名叫耶穌，祂賜下愛，醫治寬恕； 
祂捨生命，使我得拯赦，但那空墳就是我的得救記號。 

2. 何等甘甜，靠耶穌基督，祂帶給我滿足喜樂； 

 更覺安慰，乃是我確信，我能面對未來坎坷因主活著。 
3. 我有一天會渡生命河，人生苦難一一攻克； 
 藉主耶穌戰勝了死亡，我將看到祂榮耀光，見祂活著。  
* 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祂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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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差傳/拓建/其他……)及入數
收據或網上過數截圖 WhatsApp / Signal 5263 3834 至本堂。 

 

  



 每週代禱欄 (3月 26至 4月 1日)  

國度 藏族 - 拉薩族 

 接近 92萬拉薩藏族人居住在西藏自治區的拉薩市及其周邊地區。拉

薩藏語的人也居住在印度、尼泊爾和不丹等國，也有的作為避難者

居住在許多西方國家。喇嘛教是藏族人的生命血脈，它屬一種集魔

術、神靈崇拜、魔鬼崇拜和獻祭儀式為一體的混合宗教，控制力很

強。其守護神是長日孜格，長日孜格的畫像上有多達 11個頭，兩隻

胳膊上又長出 1,000 隻手來。藏族一直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個最大的

挑戰。1892 年，戴德生說道：『要使藏族人信從基督，就像進入獅

子洞，搶奪母獅身邊的小獅子一樣兇險。』目前拉薩市的藏族人中

只有一兩個小的聚會。許多基督教領袖相信，藏族人是世界上生活

在靈裡最黑暗深處的、最難以改變的民族， 他們最需要福音的光照。 

 □ 求上主抵擋魔鬼的勢力，使他不能控制西藏地區，使西藏人民能

對真理睜開眼睛，帶領藏族人民歸向神。 

 □ 求上主加添力量，保護那些壯膽將福音傳給藏族人的基督徒們。 

宣教 □ 禱告記念李偉明牧師在港的平安，記念在加國的梁師母康復的進

展，與女兒的生活、工作、靈性靠主賜福得力。 

 □ 3間教會和一神學院有意開展異族裔事工，邀請李牧師負責統籌，

帶領牧者、信徒組隊參與，求主加添力量，保守帶領。 

 □ 李牧師正探索在難民聚居區開設查經班，師訓班 6 位老師已於 3

月中結業，日後服侍地區的分配，召募中文班學員和男教師等等。 

職場 □ 有港鐵清潔工自行集資在某個地鐵站登廣告，教導乘客如何丟棄

垃圾(尤其是未飲完的飲品)；這反映港鐵清潔工的工作困難及被

忽視。我們一方面為他們的待遇等需要禱告，也為市民能多顧及

港鐵清潔工的感受而祈禱。 

社會 □ 觀塘安達臣道地盤發生奪命意外，52歲男工人在 15樓清理廢料時

墮下身亡，遺下妻子及兩名在學兒子。求主安慰死者的家人，幫

助他們走出哀痛，並堅強的面對前面的困境。又求主保守工會為

死者家屬所籌得的款項，能解決家人的經濟困難。 

教會 □ 求主使用受苦節的信息，包括日間默想和晚間聖餐崇拜，讓肢體能

夠更深體會主的受苦和犧牲，願意以生命去回應主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