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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蒙日昇                  蒙日昇(錄播)              領 會 
領  會：                            高葉雅葹                              容盧健思 
協  唱：                        歐潔群                                    
司  琴：                        黃許雅麗                               司 琴 
插  花：                            高寶彥                              徐安晴 
家事分享：          容盧健思                 林澤志                    
當值執事：          容盧健思                 林澤志                   小約瑟 
投  影 :              莫嘉敏                趙李翠芬               徐安晴 / 侯李琼芳 
音  響：             梁偉基                 徐浩匡                   
陪  談：          高葉雅葹                徐張少蓉                   小彼得 
招  待：        張珍鳳 / 李慧梅         王耀球 / 陳瑞平          任琬蔚 / 王鳳霞 

  

下星期講題 ：記念主                   經文：林前 11 :  23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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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及 17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雅 5：13-20  

<新約 255頁> 

講道：禱告要復和                      

回應詩歌：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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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宇宙 
地與青天  無限色彩璀璨  凝望四方環宇令我驚歎 
萬里江山  無盡珍貴妙奇  每一刻皆可親見主匠心 
萬計花果  濃淡香氛飄送  雷  電  雨  霜  明朗日照交替 
近遠山丘  繁茂蒼翠樹林  地與天一色  山與海融合 
潤暖春天  禾稻豐收秋季  炎夏冷冬  時歲運轉不息 
萬有生機  按主旨意循環  每一天彰顯祂乃生命主 
願我此刻明白蒼生可貴  無限愛恩  明證上帝關心 
願作管家  愛惜一切創造  全地與空中所有皆屬主 
副)  來同唱頌讚因祂手創造  萬有讚頌  感祂恩無限 

星辰唱和同證天賜真福  一切  天父賜 
一切  天父賜  2501 

 
耶穌配得至聖尊榮 
耶穌  祢配得至聖尊榮  耶穌  當受最高讚美 
願全地響應  諸天唱和  來尊崇主聖名超乎萬名 
讓我們屈膝俯伏敬拜祂  因祂聖名  萬膝要跪拜 
讓萬口承認  祂是主耶穌  全能神  今我榮耀祢 
但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  都歸於祢  都歸於祢 
願尊貴  頌讚和權能  都歸於祢  都歸於祢 
主耶穌  永活真神兒子 912 
 
如鹿的心 
如鹿的心懇切渴想溪水  比我心只想緊靠主  
獨有祢可配得此刻的讚美  衷心敬拜 
我要一生緊緊靠祢  主的心今天我渴慕 
獨有祢可配得此刻的讚美  衷心敬拜  631 
 
我們呼求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你  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  一心單單跟我主 
願屬你的子民百姓  也滿有主你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  全城來復興 
但願這家國只屬於你  盼你掌管全地   
憐憫恩典充滿於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副)   齊心的呼叫阿爸父  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你已看見也定然聽見  祈求父你恩典 
同心一起到你跟前  全因你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  一起禱告你  7006 

 
回應詩歌 

禱 
神  若今天肢體欠相交  從來未嘗互關心   
神  若彼此相處以虛假  從來待人沒有真 
神啊  我將心敞開  俯伏神前求憐憫  需主恩  來赦免  幫助我 
神  若今天肢體滿憂慼  而未願扶助分擔   
神  若肢體中間有走差  而讓他迷路跌倒 
神啊  我將心敞開  俯伏神前求憐憫  需主恩  來赦免  幫助我 
神  願肢體可相愛相親  能原諒明白安慰   
神  願彼此坦率見真心  能互勉勵互代禱 
神啊  我將心敞開  俯伏神前求憐憫  需主恩  來帶領  幫助我  702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感謝中國宣道神學院實習部主任蒙日昇牧師蒞臨本堂證道，願 主親自報

答其勞苦。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第四十四屆水禮暨主日崇拜，將於 11 月 7 日(主日)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禮儀及名單 

11月7日(主日) 上午10:30 - 12:30 水禮參加者︰ 馮麗冰。 

請會眾預留時間出席，共證主恩。 

二． 執事會授權成立之獨立註冊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會友何兆全弟兄、黃文

婷姊妹、蔡勁青姊妹，執事莫李建明姊妹，王偉昌弟兄及教牧林澤志傳

道。 工作小組將草擬未來章程初稿，審核聘請中介公司進行諮詢及修

訂。小組將定期報告執事會及會衆，最後提請章程初稿於會友大會表

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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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佈道 (負責同工︰黃志雄傳道) 

一． 本堂將於 12 月 18 日(六)下午 4:30-6:00 舉行「這個聖誕不太冷」佈道會，

鼓勵會眾邀請未信親友出席，並於接待處或網上填寫佈道會代禱紙 

https://forms.gle/yWV9aGFz8DJ8shko9  為你們的提名對象禱告。 

佈道會現招募已接受陪談訓練之會眾 10 名參與陪談事奉，同時招募

肢體 3 名加入禮物小組參與本次佈道會事奉，兩項招募的截止日期均為

10 月 31 日(主日)，請於網上或聯絡行政同工報名。 

https://forms.gle/4u6vngMQQxgTY8j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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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項 

一． 感謝 神！嘉侯剛惠姊妹於本月 9 日(六)順利誕下男嬰，重 7.9 磅，母子平

安。願 神賜福嘉建基弟兄一家及保守嬰兒健康成長。 
 

10 月 13 日(三) 祈禱會主題︰長青事工 (附頁) 
10 月 20 日(三) 祈禱會主題︰少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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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晩堂崇拜暫停 (八號風球) 

主日崇拜            

    實體   45 人 

網上         37 人 

兒童崇拜          13 人   
 

祈禱會 (網上)      11 人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52,810.00 
 

十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15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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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V9aGFz8DJ8shko9
https://forms.gle/4u6vngMQQxgTY8js9
https://forms.gle/L8a9gFTEiHFdotf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