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經文  (詩 71)  

15. 我的口終日要述說你的公義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計其數。 

16. 我要來說主——耶和華大能的事；我單要提說你的公義。 

17. 神啊，自我年幼時，你就教訓我；直到如今，我傳揚你奇妙的作為。 

18. 神啊，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 

下代，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 
 

   聽 道 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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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星期講題 ： 我的幫助                    經文：詩篇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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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及 26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詩 71：15-18  

<舊約 599頁> 

講道：當跑的路-長者篇                   

  回應詩歌：求主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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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真偉大 
1 主啊  我神  我每逢舉目觀看  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  又聽到隆隆雷聲  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  神竟願差祂兒子  降世捨命  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  甘願背我的重擔  流血捨身  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  歡呼聲響徹天空  何等喜樂  主接我回天家 

要跪下  謙恭的崇拜敬奉  並要頌揚  神啊  祢真偉大 
副歌  我靈歌唱  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  何等偉大  1006 

 
人算甚麼 
耶和華我們的主  祢的名在地何美 
祢將榮耀彰顯於天  將榮耀彰顯於天 
觀看祢所造的天  所擺設月亮星宿 
觀看祢指頭所造的天  所設的月亮星宿 
環顧宇宙萬物何廣闊  試問人算甚麼 
副歌  便說人算甚麼  祢竟顧念他  他算甚麼 

他比天使微少一點  祢賜他榮耀冠冕  201 
 
以愛奉獻 
敬拜與事奉  為神心意要一致  歌聲飄遠  為証主恩可永添 
過去與現在  未嫌天冷怕路遠  攜手去  同宣告  神大愛萬遍 
樂意將愛奉獻  甘心化作活祭  求突破路途上  衝開綑綁掛牽 
皆因有你勵勉  定能跨過每天  用信心去實踐  主的教誨未變 
縱有天或疲倦  都得保守引牽  一生以愛奉獻  屬神的心不變  431 
 
活出愛 (國)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  比山高  比海深  測不透  摸不著  卻看得見 
因為有你  因為有我  甘心給  用心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耶穌的愛激勵我  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  心中熊熊愛火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971 

 
回應詩歌 

求主同住  
1. 夕陽西沉  求主與我同住  黑暗漸深  求主與我同住 

求助無門  安慰也無覓處  懇求助人之神與我同住 
2. 渺小浮生  飄向生涯盡處  世情歡樂  轉瞬都成過去 

四周所見  都是敗壞變故  懇求不變之神與我同住 
3. 我需要主  時刻在我身邊  除卻主恩  怎能與魔作戰 

誰能像主  時常引導關注  求主不論晴雨與我同住 
4. 我閉目時  求顯救恩十架  照徹幽暗  指示天上美家 

陰翳消逝  欣看天光破曙  無論在天在地懇求同住 7016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歡迎上星期參加崇拜的新朋友︰Ronald Wong。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感謝 神! 第二十六屆第二次特別會友大會於 9 月 19 日(上主日)

順利完成。當天共有 51 人出席會議(實體 38 + 網上 13，包括會

友 48 人)，並順利通過及確實所有有關議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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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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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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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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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三) 祈禱會暫停 (公假) 

9 月 29 日(三) 祈禱會主題︰兒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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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人 
主日崇拜            
    實體   32 人 

網上          36 人 
兒童崇拜(網上)     12 人   

 

祈禱會暫停(公假)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24,520.00 
 

九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138,390.0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https://forms.gle/L8a9gFTEiHFdotf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