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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蒙日昇                   蒙日昇(錄播)         林陳詠芝 
領  會：                              黃林詠欣                              容盧健思 
協  唱：                     任琬蔚 / 陳偉年 
司  琴：                            樂隊                         
插  花：                               王鳳霞 
家事分享：         容盧健思                    趙李翠芬                 
當值執事：           容盧健思                    趙李翠芬        
投  影:              黃科科                      練均良           
音  響：           周陸蕙芳                     徐浩匡 
陪  談：          陳偉年                      陳玉芳 
招  待：     黃陳嬌華 / 朱志齡             莫家鋕 / 陳劉漩 
 

  
 
下星期講題 ：效法主的關愛 (關 顧主 日 )   經文：約 5： 5-9，可 1：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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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及 18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路 18:1-8 

<新約 88-89頁> 

講道：禱告不灰心 

  回應詩歌：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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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  來讓全世界知道  我主極美善尊貴  榮光裡聖潔無瑕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  憑熱誠讚美頌揚  令世上各方驚嘆  神恩惠奇異無價 

同頌讚主聖名  舉起手和應  同站恩典之中  倚靠救主誇勝 

同頌讚主聖名  一心稱謝頌揚  同回應主恩深愛未泯 7005 
 
我們呼求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你  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  一心單單跟我主 

願屬你的子民百姓  也滿有主你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  全城來復興 

但願這家國只屬於你  盼你掌管全地   

憐憫恩典充滿於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副)   齊心的呼叫阿爸父  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你已看見也定然聽見  祈求父你恩典 

同心一起到你跟前  全因你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  一起禱告你  7006 
 
我願我靈 
我願我靈  常存於十架裡默靜  話語也變得安寧  兩耳專心傾聽 

注目聖形  全情下俗世化泡影  心早預定讓主將旨意傾 

察驗我靈  從神的話語確認  願這心窩專主聖名  抹去虛假不敬 

聖話照明  潛藏著罪意也看清  此生命  是主將之救拯 

求祢讓這生充滿  信心充滿  耶穌生命  願意祢聖血洗去  我心底的暗影 

除去內裏捆鎖  抹去苦楚  盼望基督導領  更清楚使命  從心底裡響應 

求祢讓這生充滿  信心充滿  耶穌生命  願意祢聖血洗去  我心底的冷冰 

神我願撇開一切  困扼不計  用此生做証  叫今天世代  同得享這感應  790 
 
把冷漠變成愛（國） 
你的眼  是否被太多美麗的事物迷惑   

你的心  是否被太多紛雜的世俗綁鎖 

分些關懷給角落中受傷的靈魂  分些愛給那些  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你身邊的人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以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742 
 

回應詩歌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我要尋求祢  我已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祢 

每一次我禱告  我緊握祢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使列國歸向祢 

主我是軟弱及無助  祢卻是我的力量   

以祢親切的手引導我  那就是我的得勝 

每一次我禱告  我緊握祢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使列國歸向祢  711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多謝中國宣道神學院實習部主任蒙日昇牧師蒞臨本堂證道，願 主親

自報答其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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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三) 祈禱會主題︰兒童區 
1. 求主賜福兒童的家長，讓孩子能在充滿愛和鼓勵中成長，按照主的

恩典和話語教導他們的兒女，以身作則，使他們一家能明白並遵行

上帝的教導，確信上帝會幫助他們建立一個充滿愛的家。 

2. 求主加添額外的愛心和體力給兒童們的導師和照顧他們的肢體，樂

於與兒童一同經歷生命的學習，並留心上帝對每位兒童的生命中的

恩賜和特質，與神同工,與兒童一同在主裡成長。 

3. 求主保守教會，每位肢體都能積極建立一個家的氛圍，讓兒童有更

多空間透過玩樂和探索,認識上帝的慈愛和公義，行在神的賜福中。 

其他禱告需要： 

1. 求主施恩憐憫，感動有能力的人，以實際有效的行動，讓緬甸的暴

力事件和對民衆的傷害能停止，保護弱小的社群。 

2. 求主保守我們屬祂的人，能在疫情中仰望上主，一心尋求祂的旨

意， 能更新從主所領受的獨特使命，更愛主，更倚靠主，更緊緊跟

隨主。 

4 月 21 日(三) 祈禱會主題︰本地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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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晩堂崇拜          24 人 

主日崇拜            

    實體      21 人 

網上            44 人 

兒童崇拜(網上)     11 人   
 

祈禱會            9 人 
 
上周奉獻金額： 
何淑賢姑娘 :    $5,810.00 
累積金額      $123,810.00 
 

常費          $60,860.00 

 

四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162,533.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