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經文  (林前三章) 
 

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聽 道 筆 記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譚文耀                            領 會 
領  會：                              陸兆聰                               任琬蔚 
協  唱：                    趙耀昌 / 趙梁慧嫻                                    
司  琴：                           樂隊                                司 琴 
插  花：                             陳玉芳                            侯李玉賢 
家事分享：          趙李翠芬                 宋美碧                    
當值執事：          趙李翠芬                 宋美碧                   小約瑟 
投  影:               勞藹妍                 李月嬋              周陸蕙芳 / 徐張少蓉 
音  響：             楊建煌                 黎穎恆                   
陪  談：            張珍鳳                 陳玉芳                  小彼得 
招  待：      黃陳嬌華 / 麥李文正     嘉葉鳳嬋 / 黃吳瑞嫻       任琬蔚 / 麥張苑琼 

  

下星期講題 ：禱告要復和                   經文：雅 5 :  13 –  20 

(16/10 晚堂現場講道；17/10 主日崇拜播放晚堂錄影不設現場講道。錄影及錄音不會上載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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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兒童崇拜聚會(初班至小五)           

 

 
8:45-10:00 AM 

9:00-  10:30-12:00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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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9日及 10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林前 3：6  

<新約 181頁> 

講道：宣教工場生命成長階梯                      

回應詩歌：立志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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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算恩典 
琴聲鼓瑟  一起奏出  高唱萬有主宰 
是祢恩典  寬恕  憐憫  讓我看見雨後有彩虹 
雲彩天空  一起歡呼  諸天唱和全因祢 
讓我感恩  思想祢大愛  流淚撒種  必歡呼收割 
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祢用永遠愛愛我  永久不變 
慈愛誠實  常常圍繞我  祢用大愛拯救我 
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我要永遠永遠  俯伏祢腳前 
用我心唱出  讚頌聲韻  讓我每一夜  每一天  數算主恩  1514 
 
最好的福氣  
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  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 
在祢恩典中 幾多的好處  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祢帳幕的隱密處  渴想一心盡力愛主 
也許一生多困苦  被世間撇棄恨惡   
但祢總看顧 樂意攙扶  愁悶慨嘆變作歡呼 
人海中多昏暗迷糊  但我的心始終堅固  投靠祢 便覺恩典豐富 
也許心中感痛悲  甚至失去了力氣  
讓我抓到祢 熱暖的手臂  攜著我再振翅高飛  
人海中雖顛沛流離  但祢應許不捨不棄  投靠祢 是最好的福氣 
全賴有著祢 才令這生極美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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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志擺上  
曾擺上  傾出大愛  曾捨棄  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  十架路甘心走過  崇高主愛  恩深似海 
能相愛  皆因被愛  能醒覺  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  踏上基督的足印  延伸主愛  進入人海 
立志今擺上  傳揚耶穌  用我的恩賜  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  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  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  滿布雲彩  效法基督愛  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  陶造我裡面能盛載  神豐足的厚愛  571 

 

回應詩歌   : 立志擺上 (同上)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感謝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總幹事譚文耀傳道蒞臨本堂證

道，願 主親自報答其勞苦。 

二． 歡迎上星期參加崇拜的新朋友︰吳燕萍姊妹。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第二十七屆會友大會暨執事選舉將於 12 月 5 日(日)下午 12:30-

14:00 舉行。請會友於接待處或網上索取提名信及表格，經禱告

後挑選合適人選，並填寫執事候選人提名信。請於 10 月 24 日(主

日)或以前，將有關之提名信投入接待處之收集箱內或於網上提

交。https://www.efcckcc.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提名信.pdf 

二． 林澤志傳道 於 10 月 12 日(二)至 10 月 15 日(五)取用假期，期間

有關之事務，請與其他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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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6 日(三) 祈禱會主題︰為肢體 /朋友需要 (附頁) 

10 月 13 日(三) 祈禱會主題︰長青事工  
 
 
 
 
 
 
 
 
 
 
 
 
 

 

 

本月金句︰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他必撫養你；他永不叫義人動搖。                       

(詩篇 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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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人 

網上         33 人 
兒童崇拜          11 人   
 

祈禱會             15 人           
 
虔守聖餐          59 人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99,790.00 
 

十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99,790.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https://www.efcckcc.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提名信.pdf
https://forms.gle/L8a9gFTEiHFdotf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