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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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澤志                    林陳詠芝 
領  會：                                         曾曾潔心                    林陳詠芝 
協  唱：                                趙梁慧嫻 
司  琴：                                   謝婉螢                         
插  花：                                            ----- 
家事分享：                               陳姜倩雯                    
當值執事：                                 陳姜倩雯         
投  影:                                              何志強              
音  響：                                    何志強             
陪  談：                                ----- 
招  待：                                  ---- 
 

  
 
下星期講題 ：提比哩亞海的 153 條魚         經文：約 21:1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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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可 4:2-32 

<新約 41-42頁> 

講道：四個比喻，一個教導 

  回應詩歌：Here I am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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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創造主（國） 
祢使天空絢麗  大地富足  祢命江河湧流  群山復甦 
祢使百鳥歡唱  百花盛開  祢賜生命綿延  命令萬物 
哈利路亞  全能的創造主  哈利路亞  萬國萬民都向祢跪拜 
崇山峻嶺向祢  屈膝敬拜  江河湖海為祢  翩翩起舞 
諸天穹蒼傳揚  祢的榮耀  日月星宿向祢  揚聲歡呼 
哈利路亞  全能的創造主  哈利路亞  萬國萬民都向祢跪拜 
我心讚美祢  永遠讚美祢  一生要讚美那偉大的創造主 622 
 
祢是配得（國） 
耶穌  祢是配得  配得一切尊崇讚美 
從昨日  今日到永遠  祢永不改變  獨一真神 
耶穌  祢是配得  配得一切尊崇讚美 
願萬國  萬民和萬邦  圍繞祢寶座前敬拜祢 
何等美麗  和平君王  我敬拜祢  降服於祢 
主祢榮耀充滿在全地  直到永遠 1058 
 
世界變 
天空的飛鳥 不耕種也不收 祢也恆常保祐 
地上的鮮花不吃苦 不紡線 卻按祢心意盛開 
青草冬霜裡 枯死了有幾多 祢也全然妝飾 
地上的高低起跌 主都一一知道 誰在意 這刻天空正下雨 
人在祢愛裡比這些一切矜貴 何以手執擔憂始終不會放低 
尋覓祢的面 必得相見 今天我單單仰望祢  
就算世界變 面對狂雷和暴雨 
就是地動也山搖 唯獨祢 仍沒有轉動影兒 
就算世界變 十架恩典從未變  
滄海儘管有日變桑田  人在那低谷之處 生天已望見  
藏在祢應許深處 恩典已遇見  563 
 
至高者的隱密處 
望落霞薄雲默然聚天邊  高空裏每日每夜透著眾光閃 
這宇宙定能覓尋讓你心安處  心安舒 
造物神造全地全是美意  祂知你顧念你在你求告之先 
縱世上事情是常幻變  多失意  多虧損 
在眾山峯的高處  在眾水的深深處 
在眾星  紅日外  藏著謙卑寬恕 
活在神運行在神話語裏  安於至高處  641 

 
回應詩歌 

Here I am Lord 
I  the Lord of sea and sky  I have heard My people cry   
All who dwell in dark and sin  My hand will save   
I who made the stars of night  I will make their darkness bright  
Who will bear My light to them  Whom shall I send   
Here I am Lord  Is it I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I  the Lord of wind and flame  I will tend the poor and lame   
I will set a feast for them 
My hand will save  Finest bread I will provide  Till their hearts be satisfied 
I will give My life to them  Whom shall I send 
Here I am Lord  Is it I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H1 

 

   
家 事 分 享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本堂「愛‧鄰舍」海報已張貼於教會櫥窗供坊眾認識教會，海報單

張亦放置於教會門外以便街坊取閱；歡迎會眾於教會群組收到的單

張發放給親友介紹教會的服事，如有查詢請聯絡行政同工。 

二． 本堂已於 26/3 運送會眾所捐贈的食物予「樂餉社」食物銀行，此次

所收集的食物數量如下： 

食用油 罐頭食品 包裝米 麵條 

17 49 13 13 

另糖果5盒; 鼓勵會眾繼續捐贈食物，祝福缺乏的人群。 

 收集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 09：30 - 12：30 

 食物種類：(急需)食用油、罐頭食品；(其他)包裝米、麵條 
 

教導牧養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 

一． 本堂將於4月4日聖餐主日與網上崇拜的弟兄姊妹一同領受聖餐，各

肢體可自行預備聖餐的餅和杯。 

 「餅」：梳打餅或淡味的餅乾，方包也可。 

 「杯」：巿面上一般無氣提子汁或任何紙包裝提子汁。 

崇拜前將預備好的「餅」放在一隻碟上，並和「杯」放在身旁，待

主禮者帶領一同領受。 
 

3 月 24 日(三) 祈禱會主題︰職場服事 
1. 求主賜下正直和公義的靈，保守我們在職場上靠主盡忠，謹守崗位,

作主百般恩賜的好管家，發揮應有的影響力，見證主對困苦窮乏人

的恩惠和慈愛。 

2. 求主加添額外的心力和體力給我們，能在任何場合的服事中，留意

聖靈的帶領和作為，與主同工，分享和表達上帝的愛和祂賜人的盼

望，把握機會使未信者更認識上帝和祂的恩典，使他們可以離開懼

怕和憂愁。 

其他禱告需要： 

1. 求主保守現今在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美國、中國、俄羅斯、 

歐盟、日本、印度等的領袖，在應對疫情和其他的政治矛盾中，能

有從上而來的智慧和忍耐，使政治的矛盾不會造成嚴重的衝突，求

主施恩憐憫。 

2. 求主保守香港的肢體，能在疫情中深切反省，若有跟隨世俗而遠離

上帝的，能回轉歸向主，更愛主，更倚靠主，更緊緊跟隨主， 預備

自己迎見復活的主。 

3 月 31 日(三) 祈禱會主題︰長青區 
4 月 1 日(四) 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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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人 

兒童崇拜(網上)      8 人   
  

祈禱會            5 人  

     

上周奉獻金額： 

何淑賢姑娘 :    $8,000.00 
累積金額      $108,000.00 
 

常費          $8,700.00 
 

三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203,203.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