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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盧龍光                          何王保懿 
領  會：                             高葉雅葹                              容盧健思 
協  唱：                     趙耀昌 / 趙梁慧嫻                                    
司  琴：                           樂隊                       
插  花：                             宋美碧 
家事分享：          莫李建明                  宋美碧               
當值執事：          莫李建明                  宋美碧 
投  影:               莫嘉敏                   李月嬋           
音  響：             徐浩匡                  徐浩匡 
陪  談：           簡淑貞                  高葉雅葹 
招  待：         莫家鋕 / 歐潔群        徐張少蓉 / 郭林妙賢 

  

下星期講題 ：當跑的路 -長者篇              經文：詩  71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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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 5030 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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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8日及 19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可 9：30-37  

<新約 49頁> 

講道：更新召命：服侍與接待                  

  回應詩歌： 快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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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寶座前    
慈愛主  我在祢面前敬拜祢  全心獻上 跪下祢跟前 
我來禱告  全心奉獻  敬拜 全能永活神 
親愛主  讓我可尋見祢面  同心讚美在祢寶座前 
我靈歌唱  我心渴慕祢  臨近我  充滿我  擁抱我  
凡有氣息的  都要讚美耶和華  諸天述說  祢的榮耀 
全地歡呼高唱  讚美祢聖名  願我在祢面前  蒙祢悅納  655 
 
祢是榮耀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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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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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 
 

回應詩歌 
快上路 
快上路  天國呼聲漸近  投身於建立教會去服侍人 
熊熊的心 掃掉了一切冷漠灰暗  
背起責任 全奉上作活祭為獻給神   
我決定 一世靠主導引 憑主恩發掘那真我作僕人 
完全身心 放下了私心己意  
天天與主靠近 懷著愛心熱燙傳頌救恩 
完全的委身  完全遵主訓  我願見國度擴展滿權能 
靈魂要震撼  全人經火浸  我願去各地各方留下腳印 746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感謝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榮休院長盧龍光牧師蒞臨本堂證

道，願 主親自報答其勞苦。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本堂義務顧問黃天逸牧師將於十月初往加拿大牧養當地播道會堂

會。 受執事會邀請，黃牧師將留任康泉堂義務顧問至 2022 年

底，期間將透過視像繼續參與執事會與教會同行。願 主賜福黃

牧師及師母於彼邦的服事。 

二． 本堂於 9 月 19 日主日崇拜後中午 12:30-13:30 將舉行會友大會以

投票表決是否「開展獨立註冊程序」。如尚未報名出席的會友，

請於網上 https://forms.gle/bN3ehKRFVLoc81Gj7 或接待處報名。 

三． 本堂現接受會眾申請出席卡，請會眾到接待處登記。如有遺失卡

者，亦可補領新卡。截止日期為 9 月 26 日(下主日)。 

四． 本堂將於 11 月 7 日主日崇拜後舉行以下聖禮︰ 

 轉會禮 

 洗禮 

有意接受以上聖禮的會眾，請於接待處索取申請表格，填後交回 

接待處。截止日期為 9 月 19 日(今主日)。 
 
教導牧養 (負責同工︰林澤志傳道) 

一． 本堂於 9 - 11月舉行培訓班，詳情請參閱單張。歡迎會眾聯絡行政

同工或以單張內的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L8a9gFTEiHFdotfo6。 
 
牧區事項 (負責同工︰林澤志傳道) 

一． 兒童區於十月開辦「初級劍擊班」，詳情請參閱海報並於網上或

聯絡行政同工報名。 
二． 有見疫情控制有所改善，中小學已恢復實體上課，停逾一年多的

實體兒童崇拜將於 2021 年 10 月 3 日重啟，時間為主日早上

10:30-12:00（不設即時網上崇拜），請父母及導師各自計劃和安

排。 
 
9 月 15 日(三) 祈禱會主題︰第三區 (附頁) 

9 月 22 日(三) 祈禱會暫停 (公假) 
 

 

 

 

本月金句︰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 ，用詩

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着他感謝

父 神。                       (歌羅西書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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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人 
主日崇拜            
    實體   27 人 

網上           36 人 
兒童崇拜(網上)     12 人   

 

祈禱會            6 人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40,610.00 
 

九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113,870.0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https://forms.gle/bN3ehKRFVLoc81Gj7
https://forms.gle/L8a9gFTEiHFdotf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