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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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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建基                              伍侯剛甯 
協  唱：                         鄺維娟                                    
司  琴：                          嘉建基                        
插  花：                             王鳳霞 
家事分享：           林澤志                   宋美碧                 
當值執事：                 林澤志                   宋美碧 
投  影:               趙耀昌                   王耀球           
音  響：             楊建煌                   黎穎恆 
陪  談：          周陸蕙芳                  陳玉芳 
招  待：         莫家鋕 / 朱志齡         嘉葉鳳嬋 / 徐張少蓉 

  

下星期講題 ： 巴拿巴在哪裡？             經文：徒 9 :  17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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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及 22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詩 8:1-9  

<舊約 544頁> 

講道：這是天父世界              

  回應詩歌：站於天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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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上帝 
上帝榮耀  傳頌於諸天蒼穹  陳述知識  朝晚亦無間斷 
沒有言喻  人亦聽不到它說話  直到全地  這聲音卻響遍 
全能上帝天空中設立太陽  全地萬有都因它得溫暖 
無言無聲  彰顯創造主永能  讓世間萬邦各族都要榮耀祢 
律法全備  愚昧的因它聰明  憑藉法則  主甦醒每顆心 
道理典章  存著不朽的公義  讓我恪守  好得到祢賞賜 
誰能自覺  他一生所犯的錯  求原諒我  種種隱蔽罪尤 
何時何刻  主的誡命都寶貴  願我言行思想都取悅祢  1418 
 
仰望恩典（國） 
每一天  每一夜  每一分鐘  我仰望祢的恩典 
患難時  在我喜樂時  祢雙手領我進入祢恩典 
主耶穌  祢寶血  洗淨我一切的罪孽 
為我死  為我而流淚  賜給我無盡的恩典 
我能有什麼給祢啊  能報答祢付的代價 
每當我定睛祢十架  眼淚不禁潸然地落下 
我的心不要忘記啊  祂鞭傷換來新的生命啊 
從此不再憂傷  不再掙扎  在耶穌懷裡我有平安自由  希望 638 
 
感激救主 
1 是祢主除我罪給我新盼望  是祢主來潔淨我心靈 

在愛中蒙接納給我真快樂  讓我口常讚頌祢恩惠 
2 是祢主常勉勵使我不退後  是祢主來塑造我生命 

用祢手來引導走過幽暗路  讓我可無畏懼笑風雨 
副歌  感激救主  愛我為我死  賜新生與救恩 

感激救主  領我渡這生  我將心獻祢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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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歌 
站於天地之間 
讓我得見天之光  讓我體會天之美  在那光芒蓋掩裡  存著那施恩之座 
讓我不忘世間事  讓我記念世間痛  但我心頭要緊記  屬天的恩典會下降 
站於天地之間  讓我作個敬拜的人 
處身悲傷幽暗的角落  要宣告你同在  你能力沒變改 
於這天地之間  讓我作個代禱的人 
容讓每個嘆息  搖動施恩的你  讓屬天之光普照在世 
讓讚美作信心的歌  讓祈禱成燃燒的火  打開天之門  讓這地可見光  559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歡迎上星期參加崇拜的新朋友︰郭愛雁姊妹及馮麗儀姊妹。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堂會獨立註冊」的各輪會議將於本月尾展開，請留意以下會議

資料，如尚未於網上 https://forms.gle/bN3ehKRFVLoc81Gj7 報名出席的
會友亦可於接待處報名。 
 

會議議題 日期 / 時間 嘉賓 
 

解說會 
 

8 月 29 日中午 12:30-13:30 
 

總會 - 姚潤平先生 
 

答問交流大會 
 

9 月 5 日中午 12:30-13:30 
 

符致鍇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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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8 日(三) 祈禱會主題︰第一區 (附頁) 
8 月 25 日(三) 祈禱會主題︰第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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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 

網上           44 人 
兒童崇拜(網上)     10 人   
 
 
祈禱會           5 人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25,263.00 
 

八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118,076.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https://forms.gle/bN3ehKRFVLoc81Gj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