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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3期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荔枝角靈糧堂 

聖餐崇拜秩序表 
靈糧週刊 

主席：陳華旭弟兄(早堂)；王傑頤弟兄(午堂) 證道：劉志良牧師(早、午堂) 

司琴：黎潔瑜姊妹(早堂)；劉頌恩姊妹(午堂)   

頌唱              得祢愛我 
誰人沒有挫折過，誰人沒有跌到過，誰亦會犯錯，請不必數算我， 

曾在這世界走過，沿途上歷盡風波，得比失的多，卻只懂抱怨更多。 
誰人沒有放棄我，誰人沒有放低我，唯獨你願意，保守我愛惜我， 
從沒計較我的錯，不管歲月蹉跎，因祢的深恩，縱使艱辛都跨過。 

縱使我令祢千般失落，千般失望，也不會撇下我，要是曾令祢太難過， 
會認真的改過，從未懂珍惜更多，日復日消磨，而在今天，回望過去，悔當初。 
縱使我遇上多少風浪，始終得到祢給我這愛火，能令我有勇氣，去面對我當初， 
無懼世事困擾我，只因主同往，始終得祢一生守護我。一生一世，頌讚恩典盛放。 

不變的應許 
耶穌懇求祢，以大能覆庇我。祢的話語，再一次堅固我。 
絕望和孤單，不斷的追趕著我，祢卻是風雨中的避難所。 

耶穌唯有祢，了解我憂傷難過，祢釘痕手安慰我、擁抱我， 
擦乾我眼淚，醫治了我的傷痛，用信心重新開啟我的眼光。 

原來哭有時，歡笑有時，過去所經歷的困難，更讓我看到祢的信實， 
學會保留有時，放手有時，我選擇相信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耶穌感謝祢，一路上牽引著我。十架的路，祢與我一起走過。 
祢走在我前頭，鼓勵我不要退縮，因祢在創世以前揀選了我。 

祢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這時候，縱使我看不透， 
祢必引領我走進豐盛廣闊之地，祢恩典總夠我用。 

終於學會保留有時，放手有時，我選擇相信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我生命所有，都交託在祢的手裏。 

討祢喜悅的敬拜 
我拿甚麼，作禮物獻給祢，該做甚麼，滿足祢心意， 

祢卻喜悅，我的謙卑與順服，祢不需要，假裝敬虔的外表。 
 奉獻甚麼 ，建造華美聖殿；預備甚麼，作祢榮耀居所， 

祢卻選擇，永遠住在我心裏，讓我可以  ，時刻都與祢靠近。 
諸天深海訴說，祢是配得尊貴；宇宙萬物歌唱 ，頌揚祢的作為。 

祢所要的敬拜 ，卻是我單純渴慕的愛，獻給祢最討祢喜悅的敬拜。 
 施恩典的上帝  ，創造掌管全地 ， 沒有缺少甚麼 ，一切都出於祢。 

祢所愛的獻祭， 是我毫無保留獻上自己，獻給祢 最討祢喜悅的敬拜。（２） 

讀經 創世記二十五章三十節；三十六章七至八、三十一節（早堂） 
馬太福音七章十二節（午堂） 

證道 貪愛世俗，影響家族（早堂）；馬太福音：學將心比己（午堂） 

聖餐            以色列的聖者 
    以色列的聖者，為我犧牲自己！神羔羊，祢是彌賽亞， 

耶穌和平之君。我要跪拜，要敬拜祢，主啊！因為祢是萬王之王， 
我要跪拜，要敬拜祢，我神！寶貴耶穌，和平之君。 

回應           主賜福你 
求主恩賜福你，求賜信心不致動搖，無論晴或雨時刻保守你， 
使你在今天嘗盡主恩熱愛。神恩豐富供應，靈內富足心裏欣喜， 
幻變難避免求主祝福你，使你在這刻嘗盡主恩大愛。 

祝福 

http://tsidkenu.pixnet.net/blog/post/207856900-%5b%e8%a9%a9%e6%ad%8c%5d-%e4%b8%8d%e8%ae%8a%e7%9a%84%e6%87%89%e8%a8%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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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簡報（有*號者乃首次刊登或近期更新的報告事項） 
1. 歡迎蒞臨* 歡迎各位來賓蒞臨。請已造名牌的會眾佩戴名牌，以助彼此認識和相交。 

2. 身體不適*  家長如身體不適或孩子生病，宜留在家裏休息。本堂備有潔手消毒液及
電子探熱設施，敬請使用。有需要者請佩戴口罩，多謝合作。  

3. 受浸聚會* 本堂將於十月二十八日(六)下午三時假香港銅鑼灣禮頓里六號香港靈
糧堂二樓禮堂舉行浸禮聚會。今次受浸的信徒是：倪俊健、鄧世樂、陳
麗珠、陳素、趙屹敏、朱嘉文、梁珮珊、嚴嘉雯。歡迎赴會，同頌主恩。 

4. 司事服侍 十月份乃由恩慈組提供早堂崇拜司事服務。請各當值組員留意在九時十 

分前帶同子女協助場地整理、大使迎新、接待簽到；並在茶點時間當值
招待兒童享用茶點；也在十一時十五分聚會完結後協助整理場地。 

5. 詠團獻唱* 已報名參加十月二十一日(六)由房角石協會在數碼港商場所舉辦的「房
角石醫療基金步行籌款暨嘉年華 2017」活動（主題：「祖國心 醫療夢‧
陪著你走 融義行」）中獻唱的靈糧親子歌詠團團員，將於今天十時三
十五分至十一時十五分於遊戲場 2進行特別練習與綵排，請務必出席。 

6. 嬰幼崇拜* 本堂午堂時段(11:30-12:50)同步提供嬰幼親子崇拜 (於靈糧嬰幼天地舉
行)，供已報名獲取錄的一歲半至兩歲八個月的嬰孩與父母崇拜。現有
小量名額可供報名，有意者可填妥報名表格並與關栩楨姑娘聯繫。 

7. 嬰幼照顧* 本堂安排Awana導師於早堂崇拜進行時於遊戲場側的N3室提供嬰幼照
顧服務與 Awana 預習課程，方便跟隨家長參加崇拜的小孩參加。 

8. 推薦信件 本堂樂意為會友及其曾參加孩童奉獻禮的子女撰寫會籍證明信，也可為
於本堂恆常聚會（出席率達一半或以上）的孩子撰寫聚會出席證明信，
如會眾有需要，請聯絡劉牧師。 

9. 代禱服事 本堂同工樂意為有需要的家庭或會眾代禱，請與我們聯絡，把你的需 

要告訴我們，讓我們為你祈禱。 

10. 家庭輔導 本堂配搭香港靈糧堂秀德幼稚園，為學生家庭提供家庭輔導服務，歡迎
預約，其他有需要的會眾也可聯絡本堂教牧。 

11. 感恩奉獻 會眾如有感動向神作感恩奉獻，可把金錢或支票（抬頭：荔枝角靈糧堂）
放入奉獻封，然後投入奉獻箱內。教會司數將於下主日周刊登載奉獻封
號碼及金額，供奉獻者核對。具名奉獻者可獲發慈善團體免稅收據。收
據通常於每年五月初發出，奉獻者如想按次取收據，請於奉獻封上註明。 

12. 徵信記錄* 荔枝角靈糧堂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早堂及午堂崇拜的奉獻記錄如下： 

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13. 上週聚會人數*：早堂崇拜：成人 151；兒童 112；午堂崇拜：成人 75；兒童 40 

 

堂委會成員：劉志良(主席)、李自強(司庫)、鄧經恩、曾建樂、胡葆珊 
教牧：劉志良牧師(堂主任)、郭偉傑傳道、邱麗娜傳道(半職)      
幹事：顏文彪(部分職)      實習神學生：關栩楨、吳利芳、魏漢傑 

辦公地址：九龍荔枝角道 873號西九龍薈一樓香港靈糧堂秀德幼稚園 
電話號碼：3520 2231（校牧室）        緊急聯絡：9098 2499（當值同工） 
網址：lckllc.net;  alayluya.com/hkllcLaiChiKok1     電郵：lckllchk@yahoo.com.hk  

 
奉獻封號 主日 十一 常費 感恩 宣教 發展 慈惠 其它 合計 備註 

0855    1,000.00     1,000.00  
1308   100.00      100.00  
1354 40.00        40.00  
1355   500.00      500.00  

總數 40.00 0 600.00 1,000.00 0 0 0 0 1,640.00  

mailto:lckllc.net
mailto:lckllchk@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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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邁向成功的習慣：祈禱守望      劉志良牧師 

  有人說他若向神祈禱便是把個
人責任卸給神，他不願意養成倚賴的
習慣，所以他不會祈求神幫助他的，
他只會自己盡力應付，不想麻煩神。 

  這說法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
人為了避免誤用祈禱便不祈禱，豈不
是因噎廢食，像廣東人說的「斬腳趾
避沙蟲」那樣消極嗎？其實祈禱是我
們與神親近溝通的途徑，我們只要存
正確的心態，並用合宜的方式來祈
禱，我們是大得裨益的呢！ 

向父祈求 
    聖經教導我們祈禱並不是要嘮
叨神，讓神感到厭煩，便替我們成
就。因為我們是向天上的父親祈禱
（參太六 9），祂十分愛我們，只要
我們為真實的需要祈求，而不是妄
求，祂樂意供應我們，像地上的父母
樂意供應子女飯食一樣。（參太六
11；七 9-11）因此，我們若已經辛勤
工作，卻仍然面對生活經費的缺乏，
或落在經濟拮据的考驗裏，我們應該
祈求天父供應我們的需用。（按：求
天父賜我們今日的飲食，而不是求祂
把多年的飲食一次過賜給我們，須知
那種求發橫財的心態是不對的。） 

  聖經記載有一名婦人在生育時
感到很痛苦，便把生下來的孩子起名
為雅比斯（就是痛苦的意思）。但雅
比斯長大後不願像他的名字痛苦一
生，便祈求神賜福與他，擴張他的境
界，常與他同在。神應允他的祈求，
使他比他的弟兄更尊貴。（參代上四
9-10）這表明人只要憑信心懇切向神
祈求，願意倚靠神而得福氣，境界擴
張，得神的同在，是蒙神悅納的。 

先求神國 
    主耶穌說：「你們要先求神的國
和神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參太六 33）這是主教導我
們不要只為飲食和物質的需要向神
祈禱，乃應該多關心神國的事，並守
望祈求。我們要信得過神自會關注我
們的事。這是更高層次的祈禱。 

明白神旨 
  祈禱並不是卸責給神，也不是要
脅逼祂必須按我們的心意成就；祈禱
乃是親近神，祈求能明白祂在我們身
上的意旨，好讓我們學習順服祂的引
導。聖經說：「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 2 下）
我們在祈禱時可祈求神賜我們智慧
去察驗祂的意旨是怎樣的，好讓我們
清楚明白，懂得如何實踐遵行。 

心意更新 
    當我們落在各樣的困境裏，心靈
鬱結不安，我們仍要學習不怨天尤
人，向神祈禱時，不妄求神照我們自
己的計劃和構思的時間去解法我們
的問題，而是願意耐心等候神的回
覆，學習接受神可能會以祂認為最合
宜的方法和時間去處理。這好像主耶
穌在客西馬尼園祈求神救祂脫離那
釘十架的苦難（背著罪的污穢，與父
神隔絕）時，俯伏在地，向神祈禱，
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祢叫這
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
要照祢的意思。」（太二十六 39）
主耶穌祈禱時表示願意順服父神，這
是祈禱的最高層次：對神完全信任。 

結語 
  人生在世必遇患難，但祈禱可成
為我們的守望工具，提醒我們不要因
苦難纏身和困境煩擾而失去平安，乃
要倚靠神而得信心和能力，便可毫不
懼怕，勇敢面對挑戰。當我們祈禱
時，環境未變平順，但心境已變得積
極。那豈不有助我們邁向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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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價值教育 

親愛的天父，我們身處的社會、近日發生多宗學童輕生事件，我們感到十分難
過。求祢憐憫社會裏那些徬徨無助的人，讓他們有機會得到關懷與幫助。感謝
祢賜我們福分認識祢，並有機會學習真理，使我們的價值觀得到更新。祈求祢
賜我們智慧與能力培育子女，使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心靈強健，懂得珍惜
自己、尊重別人、友愛互助。我們同心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認識本堂：(1)本堂為香港靈糧堂分堂，配搭香港靈糧堂秀德幼稚園服事家長、學生及社
區，重視整全牧養和全人培育，動員會眾投身宣教、喜樂讚美、真誠相愛和裝備服事。 

(2)本堂為兒童與家長提供全人成長教育課程，以及牧養關懷。  

(3)本堂學習實踐宣教使命，每月從奉獻收入中抽取十分之一撥入宣教基金。該
基金每月全費支持 Ev. Uwal及 Samsuhaedi兩個家庭於印尼西加里曼丹原住民區
宣教，Heny Lasarus 家庭於印尼爪哇穆斯林社群宣教；參與支持艾偉德家庭於創
啟地區穆斯林社群宣教，及黎耀華梁淑泠伉儷於柬埔寨金邊從事大學生宣教。 

早堂崇拜聚會(9:30-10:20)事奉人員當值表 
日期 崇拜主題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司結他 

15/10 貪愛世俗，影響家族 劉志良牧師 陳華旭弟兄 ---- 黎潔瑜姊妹 
22/10 夫妻相處之道 關栩楨姊妹 馬報恩弟兄 葉達祥弟兄 林樂欣姊妹 

午堂崇拜聚會(11:30-12:20)事奉人員當值表 
日期 崇拜主題 講員 主席 司琴/司結他 

15/10 馬太福音：學將心比己 劉志良牧師 王傑頤弟兄 劉頌恩姊妹 
22/10 上帝聽禱告 郭偉傑傳道 馬報恩弟兄 劉敏樂姊妹 

親職教育班與兒童成長班（親子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主題 活動簡介 

Awana親子課程 15/10 (日)  9:15-11:15 親子上學 親子參加 Awana課程 

基督少年軍親子課程 15/10 (日) 11:30-12:50 親子上學 親子參加基督少年軍課程 

靈糧親子歌詠團獻唱 21/10 (六)  9:30-11:30 親子獻唱 數碼港商場獻唱及親子步行 

靈糧親子歌詠團練習 22/10 (日) 10:35-11:15 音樂共樂 親子團隊音樂訓練 

本堂聚會時間表 

歡迎您參加本堂各聚會，如有查詢，請聯絡本堂同工或聚會負責人。              

聚 會 名 稱  下次聚會 聚會時間 聚會性質 當值/負責人 
早 堂 崇 拜  22/10 (日) 早上  9:30-10:20 活潑讚美家長教育信息 劉志良牧師 
午 堂 崇 拜  22/10 (日) 早上 11:30-12:20 活潑讚美研經證道信息 郭偉傑傳道 
親子崇拜(早堂)  5/11 (日) 早上  9:30-10:20 親子讚美敬拜 劉志良牧師 
親子崇拜(午堂) 22/10 (日) 早上 11:30-12:20 親子讚美敬拜 郭偉傑傳道 
嬰幼親子崇拜 22/10 (日) 早上 11:30-12:50 嬰幼親子讚美敬拜 關栩楨姑娘 
Awana 親子班 22/10 (日) 早上  9:15-11:15 親子多元化聖經培育 郭偉傑傳道 

基督少年軍親子班 15/10 (日) 早上 11:30-12:50 親子團隊紀律訓練 劉志良牧師 
奧福音樂班 15/10 (日) 早上 10:35-11:15 奧福兒童音樂啟蒙班 伍詠詩姊妹 
親子歌詠團 A 26/11 (日) 早上 10:35-11:15 親子團隊音樂訓練 梁路得姊妹 
親子歌詠團 B 26/11 (日) 早上 12:20-12:50 親子團隊音樂訓練 梁路得姊妹 
領 袖 小 組  18/10 (三) 早上  9:30-11:30 祈禱查經裝備事奉 劉志良牧師 
牧 關 小 組  29/10 (日) 早上 10:35-11:15 家長學習真理彼此關懷 各組組長 
靈命進深門徒裝備班 20/10 (五) 晚上  7:30-8:45 靈命成長與事奉裝備 劉志良牧師 
家長認證課程 27/10 (五) 晚上  7:30-8:45 家長教育認證訓練 劉志良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