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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曾立華                          何王保懿 
領  會：                             冼廖佩茜                             容盧健思 
協  唱：                     趙耀昌 / 趙梁慧嫻                                    
司  琴：                         黃許雅麗                         
插  花：                             嘉侯剛惠 
家事分享：           王偉昌                   林澤志                 
當值執事：                 王偉昌                   林澤志   
投  影:               勞藹妍                   李月嬋           
音  響：             梁偉基                   梁樂瑤 
陪  談：          朱盧詠梅                 徐張少蓉 
招  待：       黃陳嬌華 / 李慧梅          陳玉芳 / 鄺維娟 

  

下星期講題 ：這是天父世界                     經文：詩 8: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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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及 15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彼前 1:5、9，17–2:3； 

        4:7-11；5:8-11  

<新約 256、257、258、259頁> 

講道：為永恆價值而活             

  回應詩歌：只有祢永恒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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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  榮耀遍全地  在禱告良辰  靜觀祢的美 

恬靜 我沈默主座前  毋用多片言  在禱告前 祢已清楚我需要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  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 由祢全權來帶領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今日  我求問主的國  求問主的義  王的旨意  如陽光遍地彰顯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國度權柄榮耀  全屬祢直到永遠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572 
 
在祢面前蒙悅納 
願我口中的說話  心中的意念  在祢面前蒙悅納 

誰人能知道自己的錯失  願祢赦免我隱而未見的過錯 

求祢攔阻祢僕人  不犯任意妄為的罪 不容這罪轄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華  只有祢作我的磐石  耶和華  只有祢作我的救贖 

求祢攔阻祢僕人  不犯任意妄為的罪 不容這罪轄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以愛還愛 
賜下祢恩光  照亮我心房  不會再驚慌  為祢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  靠在祢身旁  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  呼喊的  祢都親手撫摸  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  療治痛楚 

主祢當得敬拜  讚美祢恩典覆蓋這地  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祢起 

榮耀頌讚歸與祢 讚美祢關心親切細膩 用愛還愛 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 
 
生命湧出讚美 
願頌讚響起 能同站這地 只因有祢 

神恩典太多 渺小的我 應怎麼說起 

原沒有可誇 而唯獨祢竟不惜眷愛 

渺小的我竟被提起（從心底裡湧出讚美） 

現在我已全部屬祢 曾無用但如今剛強  是祢叫我傳奇 

願頌讚聲全部給祢  榮耀也全屬祢 奉獻生命容我湧出讚美 559 

 
回應詩歌 

只有祢永恒的主 
誰知心痛苦 誰解心裡憂 誰可於這刻伴我身邊訴 

只有祢永恒的主  每一刻等待靜聽心聲 

誰犧牲富足  誰捨尊降卑  誰於漆黑中讓每點光照遍 

只有祢永恒的主  帶出光輝  令我溫暖 

人海中常失落  每天感到壓逼苦困  還願祢每天也記念 

求恩主啟迪  使我能知道  祢是永恒  祢是盼望  常在我心  

容許我靠近祢  永遠沒掛慮  容許我愛慕祢  因祢是我力量 

明天縱有幻變  求你引導  願此生全為祢走過 

能使我滿足只有祢 565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感謝建道神學院榮休教授曾立華牧師蒞臨本堂證道，願 主親自報答

其勞苦。 

二． 歡迎上星期參加崇拜的新朋友︰蔡雪青、江皓霖、林喜翔及陳秀

珊。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黃志雄傳道於八月十五日(今主日)前往中國基督徒傳道會中心堂證

道，期間有關之事務，請與其他同工聯絡。 
二． 本堂已於八月七日起發放家書予所有會友。家書闡明關於本堂獨立

註冊之解說會，答問交流會及表決會之日期，時間，及出席登記安

排。如閣下在八月廿二日還未收到文件請通知行政同工。 
 
牧區事項 (負責同工︰各同工) 
一． 兒童區於八月舉辦之「網球體驗班」，現尚餘名額，歡迎繼續報

名，詳情請參閱海報並於接待處或網上報名。 
 
8 月 11 日(三) 祈禱會主題︰音樂敬拜 

1. 為世界/香港/社會禱告 

A. 新冠疫情仍然嚴峻，求助施恩感動有能力的國家願意接濟貧窮

國家，幫助他們應對疫情所帶來的威脅，以保護拯救生命為最

重要目標，共同努力面對病毒所帶來的危機。 

B. 為香港在疫情下仍然相對平安而感恩，求主賜智慧和警醒的心

給當權者，在外圍威脅嚴峻下好好守住防綫，阻止病毒在香港

蔓延。 

C. 在移民潮下，求主保守社會不因此分化，無論去留，仍然與海

外親友維繫感情，互相在不同地域生活時，仍互相問安祝福，

彼此鼓勵。 

2. 為音樂敬拜事奉肢體禱告 

A. 求主保守敬拜事奉的肢體，常常敏銳聖靈的帶領，不單在帶領

會眾的敬拜的預備時，更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渴慕主的同在，使

他們的生命成為一個全人全天候的敬拜生命，榮耀上主。 

B. 求主感動所有肢體都在家中預留時間定時敬拜主，透過聆聽詩

歌，研讀和默想主的話語，建立家庭祭壇，讓肢體家庭的敬拜

生活能從教會延續到家庭中，使他們的家庭蒙恩更深。 

3. 為教會/自己/朋友/鄰舍禱告 

A. 繼續為教會獨立注冊的進展禱告，求主幫助領袖們能清楚解釋

肢體的疑問，讓教會可以找到主的帶領，同感一靈，往主所帶

領的方向進發。 
B. 為各仍在病患中的肢體禱告，求主賜下平安和醫治。 

8 月 18 日(三) 祈禱會主題︰第一區 
 
 
本月金句︰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以賽亞書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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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         ：林澤志 
行政主任     ： 徐健強 

 
 部分時間同工 

傳道         ： 黃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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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人 
主日崇拜            
    實體    31 人 

網上           26 人 
兒童崇拜(網上)     13 人   
 
 
祈禱會           6 人 
 

上周奉獻金額： 

何淑賢姑娘 :    $2,800.00 

累積金額      $173,510.00 

 

常費           $92,813.00 
 

八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105,333.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