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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暫 停 )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黃志雄                    盧蔡勁菁 
領  會：                                         曾曾潔心                     容盧健思 
協  唱：                                 陳偉年 
司  琴：                                   徐安晴                         
插  花：                                            ----- 
家事分享：                               莫李建明                     
當值執事：                                 莫李建明           
投  影:                                              何志強              
音  響：                                    何志強             
陪  談：                                ----- 
招  待：                                  ---- 
 

  
 
下星期講題 ：困苦中的敬拜      經文：路 1:15 -19a、 1:8 -9a、 2:19-20、  

3 :10 & 4:13-15 
 

 
成人晚堂崇拜 

成人主日崇拜 

 

 
暫停  

實體崇拜暫停 

網上直播崇拜 

 
主日少年網上聚會(小六至中六) 

主日兒童網上崇拜聚會(初班至小五)           

主日10:30-12:00 noon 

 
9:00-10:15 AM 

9:00-  9:30-10:15 AM     

  

周三早禱會   10:30-12:00 (網上)      月禱會 每月的第一個周四晚上 8:00-9:30  (網上) 

Zoom 會議號碼 859 3714 6588  密碼 Wedpray    會議號碼 580 688 4784 密碼 2021MP 

 

＊教會有各項小組聚會時間，有意參加小組聚會之朋友，請聯絡傳道同工＊ 

崇拜及聚會地址：香港鰂魚涌康怡花園第一期康盛街 18 號 3-5 號地舖 
電話：2539 6969                傳真：3586 1450 

電郵：info@efcckcc.org          網頁：http://www.efcckcc.org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泉堂 

 

    2021年 3月 14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太 10:32-39 

<新約 12頁> 

講道：完滿生命之道              

  回應詩歌：生命之道 

常費奉獻 

 

 

家事分享 

 祝 福 

 
 

 

會眾參與崇拜注意事項 
 
準時 

鼓勵會眾提早 5-10分鐘到達。http://bit.ly/3t6enW6 

預備心靈參與崇拜。 

投入崇拜 

崇拜乃與神相交的時間，建議會眾避免傾談電話或處理家務，卻可以邀請家人一
同參與。 

 

http://www.efcckcc.org/
http://bit.ly/3t6enW6


 
將天敞開(國)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1135 
 
全然向祢（國）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  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  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  冉冉升起 
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  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  腳步不離 629 
 
祢最喜悅的敬拜 
我願奉上  最好的作禮物  唯求讓我  滿足主祢心 
祢卻喜悅  我的謙卑與順服  祢不需要  那虛假外表裝飾 
有誰為祢  用手興建會堂  誰曾夢想  為祢興建殿宇 
祢卻選擇  永居於我的心內  讓我可以  每刻也共祢靠緊 
高天深海訴說  祢是配得尊貴  天空雀鳥高唱  讚頌祢的榮耀 
深知祢所喜愛  卻是以心靈獻奉給祢  成為祢  最欣賞喜悅的敬拜 
高天深海訴說  祢是配得尊貴  天空雀鳥高唱  讚頌祢的榮耀 
深知祢所喜愛  是那份最單純渴慕的愛  成為祢  最欣賞喜悅的敬拜 
施恩典的上帝  創造世間一切  雙手掌管所有  並沒有所缺少 
恩主祢最喜愛  是我沒有保留將心歸祢  才是祢  最欣賞喜悅的敬拜 1072 
 
最好的福氣  
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  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 
在祢恩典中 幾多的好處  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祢帳幕的隱密處  渴想一心盡力愛主 
也許一生多困苦  被世間撇棄恨惡   
但祢總看顧 樂意攙扶  愁悶慨嘆變作歡呼 
人海中多昏暗迷糊  但我的心始終堅固  投靠祢 便覺恩典豐富 
也許心中感痛悲  甚至失去了力氣   
讓我抓到祢 熱暖的手臂  攜著我再振翅高飛  
人海中雖顛沛流離  但祢應許不捨不棄  投靠祢 是最好的福氣 
全賴有著祢 才令這生極美  1253 

 
回應詩歌 

生命之道 
請為我再歌唱一次  奇妙生命之道 
讓我更認識它美麗  奇妙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美好  教我信守真道 
主基督已賜給萬民  奇妙生命之道 
罪人請來聽主福音  奇妙生命之道  主恩白白賜下  領我歸回天家 
福音信息廣傳世人  奇妙生命之道 
赦罪平安帶給萬民  奇妙生命之道  惟靠救主耶穌  使我成聖得贖 
副歌：奇哉主道  美哉主道  生命之道奇妙 

奇哉主道  美哉主道  生命之道奇妙 570 

   
家 事 分 享   

 
教導牧養 (負責同工︰林澤志助理傳道) 

一． 本堂將於 3 - 5 月舉行培訓班，截止報名日期為 3 月 14 日(今主

日)，詳情請參閱單張。歡迎會眾聯絡行政同工或以單張內的連結

報名。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fsEzCSkDrpace6Neh59bIFfIN7gX0CA/

view?usp=sharing 

 
3 月 10 日(三) 祈禱會主題︰牧者及執事 
1. 求主賜下合一的靈給兩位牧者和七位執事，使他們常常敏銳聖靈

的帶領，渴慕一起尋求主的旨意和帶領。 

2. 求主感動會眾，讓他們常常記得主耶穌在自己生命中的恩典和呼

召，以關愛和禱告，在教會中彼此分享主愛，與其他肢體一起同

心服事，在服事過程中尋找自己在教會中的使命和角色。 

其他禱告需要： 

1. 求主保守在疫情中需要額外工作的市民和他們的家人，因他們要

承受巨大壓力，求主加力及賜下愛心，使他們的服事，包括使抗

疫中維持秩序，心靈服事，医治護理病人等都能應付。 

2. 為緬甸守望求平安。祈願主的愛與憐憫覆蓋那地，止息流血事

件，興起合適的調解力量，讓市民回復生活。求主的靈與緬甸教

會，教牧及宣教士同在，求神賜下智慧與信心，讓他們堅持及相

信禱告的力量。禱告主保守祂的子民，在不得時仍不忘傳揚福音

的盼望。 

3 月 17 日(三) 祈禱會主題︰家庭服事 
 

 

 

 

 

 

 

 

 

 

 

 

 

 

 

 
 

本月金句︰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提摩太後書 1:7) 
 

使  異 
命  象 
：  ： 
泉  康 
力  怡 
門  康 
訓  山 
擴  收 
主  莊 
家  稼 

 

本堂同工 
 

義務顧問牧師  ：黃天逸 

行政主任     ： 徐健強 
 

 部分時間同工 

傳道         ：黃志雄 

助理傳道     ：林澤志 

助理幹事     ：何志強 
   

本年主題 ：  

更新召命，開放神家。 
 

 
上周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實體    10 人 

網上            79 人 

兒童崇拜(網上)     12 人   
 
祈禱會            7 人  

     

上周奉獻金額： 

何淑賢姑娘 :   $16,600.00 
累積金額       $81,000.00 
 

常費          $84,000.00 
 

三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84,000.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fsEzCSkDrpace6Neh59bIFfIN7gX0CA/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fsEzCSkDrpace6Neh59bIFfIN7gX0CA/vie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