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 道 筆 記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黃志雄                          盧蔡勁菁 
領  會：                              高葉雅葹                                任琬蔚 
協  唱：                     高寶彥 / 呂以坤 
司  琴：                          伍侯剛甯                         
插  花：                               李惠梅 
家事分享：          林澤志                     王偉昌                 
當值執事：             林澤志                     王偉昌        
投  影:              勞藹妍                     丁湘坤           
音  響：            譚偉漢                     梁偉基 
陪  談：         高葉雅葹                   伍方倩儀 
招  待：      陳玉芳 / 張珍鳳           嘉葉鳳嬋 / 黃吳瑞嫻 
 

  
 
下星期講題 ：禱告不恢心                經文：路 18 :  1 –  8 
(17/4 晚堂現場講道；18/4 主日崇拜播放晚堂錄影不設現場講道。錄影及錄音不會上載網頁。 )  

 
 
成人晚堂崇拜 

成人主日崇拜 

 

 
逢周六 5:30-7:00 PM  

逢主日 10:30-12:00 NOON 

實體崇拜 及 網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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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0: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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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早禱會  10:30-12:00 (實體+網上)     月禱會 每月的第一個周四晚上 8:00-9:30  (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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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0日及 11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林前 3:6-15 

<新約 181-182頁> 

講道：生命的工程 

  回應詩歌：恩典太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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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 

耶穌 耶穌 天下萬有都宣告 

聖哉 聖哉 聖哉 聖哉 聖哉 聖哉 

祢是神 萬有的主宰 除祢以外 別無救贖 

祢是王 榮耀的君王 和撒那歸於至高處 952 

 

誰像耶穌 

誰像耶穌  岩石一般堅固  潮汐泊岸  年月風霜都經過  仍然屹立沒變改 

誰像耶穌  能像春風溫暖  帶出雨露  能解心中乾渴  洗清每段愁困 

祂似夜靜寒星閃  在悠悠長空裡  照明瞭著去路  耶穌就是那光 

祂似冷夜紅爐的火  像熊熊紅火暖  原是祂的手最暖  1503 

 

因寶血 

因寶血我得潔淨  因寶血我得重生  因祢血代替我死  成全那救贖的獻祭 

潔淨我罪  比雪更白  雪更白  我耶穌  神寶貴的獻祭 

因祢愛我得潔淨  因祢愛我得重生  因祢愛代替我死  成全那救贖的獻祭 

潔淨我罪  比雪更白  雪更白  我耶穌  神寶貴的獻祭  608 

 

我們愛戴的王 (國)  

眾人所望  明亮晨星  披戴著一切榮美輝煌  

有溫柔有憐憫  天地所有權柄  屬於我們愛戴的王 

副)  高舉至高的名  耶穌基督  榮美君王 

帶著世上權柄  將來我們  要與祂作王 

高唱哈利路亞  耶穌基督是彌賽亞 

祂是聖潔唯一  榮光顯明  我們愛戴的王  7012 

 

回應詩歌 
恩典太美麗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  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  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  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  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父神  傾心傾意愛別人  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  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  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  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  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  主的莊稼在面前  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  不惜一切來回應  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1044 

   
家 事 分 享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主日實體和網上同步崇拜已經恢復舉行, 時間為早上 10:30-12:00；各

小組，祈禱會，及聚會按需要配合人數上限及防疫安排亦已陸續恢

復，請各組長務必向行政同工登記預約時間。 

晚堂實體崇拜亦於本週六重啟，時間仍為下午 17:30-19:00。請弟兄

姊妹於教會聚會時需按行政同工安排以便保持安全距離，其他防疫

措施請參閱告示所擬定的「疫情最新措施指引」。 

 

教導牧養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 

一． 早禱會已於4月7日恢復實體舉行，並以Zoom於網上同步進行，時間

為週三早上10:30-12:00；鼓勵會衆同心禱告與神相交。 
 

其他事項 

一． 本堂會友林莊淑敏姊妹於 4 月 6 日(二)晚上於大埔醫院安息主懷。求

主保守喪禮事宜順利及安慰其家人。 
 

4 月 7 日(三) 祈禱會主題︰少年區 

1. 主耶穌，你是智慧的開端，求主引導少年人在成長路上看見主的智

慧與大能大力，讓少年經歷主，認識神。 

2. 求主保守少年人的心。每天看見主的同在與帶領，憑信心遠離試

探，懂得分辨心中的偶像，學習與主同行。 

3. 祈願主引導少年導師，讓導師緊貼少年人的心，以主的愛吸引少年

人認識上帝，使他們得著一生的祝福。 

其他禱告需要： 

1. 求主醫治在台灣列車意外傷亡的市民。求神的平安臨到每一位受影

響的人。 讓意外成爲駕駛者們出行的警惕。 

2. 求主帶領會衆、會友，每天看見主的恩典。讓恩典感動肢體，領受

主的召命，勇敢擺上前行，分享主愛。 

4 月 14 日(三) 祈禱會主題︰兒童區 
 
 
 
 
 
 
 
 
 
 
 
 
 

 
本月金句︰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

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雅各書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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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人 

網上            49 人 
兒童崇拜(實體+網上)  10 人   
  

祈禱會(實體+網上)    5 人 
  

虔守聖餐          35 人 
 
上周奉獻金額： 
何淑賢姑娘 :    $4,000.00 
累積金額      $118,000.00 
 

常費          $101,673.00 
 

四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101,673.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