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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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會 
領  會：                            黃林詠欣                              林陳詠芝 
協  唱：                    任琬蔚 / 陳偉年                                    
司  琴：                          樂隊                                 司 琴 
插  花：                           宋美碧                             黃許雅麗 
家事分享：          陳姜倩雯                 趙李翠芬                    
當值執事：          陳姜倩雯                趙李翠芬                  小約瑟 
投  影 :              趙耀昌                  王耀球             林陳詠芝 / 郭林妙賢 
音  響：            周陸蕙芳                 譚偉漢                   
陪  談：           陳偉年                  陳劉漩                   小彼得 
招  待：        陳玉芳 / 曾陳慧緣      歐陽小翠 / 莫家鋕        容盧健思 / 鄺維娟 

  

下星期講題 ：爾乃世之光                    經文：太 5 :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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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及 24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林前 11：23-29  

<新約 188頁> 

講道：記念主                        

回應詩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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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主 
祢是永生之主  祢掌管世間  祢是我主基督  配得尊稱 
有何神及祢  勝過陰間再生  有誰人像祢  揹我罪過犯 
永生之主  替我釘身受死  背負滿身鞭傷  叫我傷口治好 
有何神及祢  替我擔當困憂  有誰人像祢  愛我甘犧牲 
頌讚永生之主  我眾恩深銘感  頌讚我主基督  我眾高舉兩手 
有何神及祢  永配得尊稱  有誰人像祢  永配得敬奉讚美 547 
 
大祭司 
大祭司打開幔子的阻隔  今進主的聖殿屈膝敬拜 
頌讚天國君  為救贖靈魂  一次將心獻奉拾己獻祭 
讚美祢成就  完美聖潔活祭  恩典永存赦罪大能力 308 
 
奉祢的名 
我願意聽  我願意等  我願意侍候  我奉祢的名字 
進到祢的聖殿  羨慕祢的院宇  心中渴慕見祢臉容 
潔淨我心  潔淨我手  我願意事奉  我奉祢的名字 
獻上我的頌詞  侍立祢的面前  我用我靈尋找祢 
奉祢的名  我在祢的壇前  用我的靈  獻奉無盡讚美 
奉祢的名  我藉我的禱告向祢祈求  祢的恩典作為要得彰顯 
奉祢的名  我在祢的壇前  用我的靈  獻奉無盡敬拜 
奉祢的名  我藉我的禱告向祢陳明 
承認祢是我一切  承認祢極之寶貴 珍貴 846 
 
復興聖潔（國） 
主  求祢復興我  心中的聖潔   
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靈 
主  求祢復興我  心中的聖潔   
將我分別為聖  作祢尊貴榮耀器皿 
我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我將生命  獻上為祢而活  為祢呼吸 
我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  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一生傳揚基督的聖名 1206 

 

回應詩歌 
平安 
就算世界刮著狂風暴雨  我心仍是穩妥安舒 
無論前路灰暗  憂傷困倦  你讓我站穩  磐石之處 
就算捆鎖劫難縈繞著我  我心藏著不死盼望 
耶穌是我牧者  永在我旁  你杖你竿都安慰我 
主  你賜下平安  不像世人所賜 
我的心  不必再憂愁  也不用膽怯 
主  你賜下這平安  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 
受鞭傷使我得醫治  受刑罰讓我得到  赦免 579 

 

  
家 事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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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堂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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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馮麗冰 

轉會禮 ︰ 陳瑞平 

請會眾預留時間出席，並鼓勵兒童區家長帶同子女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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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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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三) 祈禱會主題︰少年區  (附頁) 

10 月 27 日(三) 祈禱會主題︰敬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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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人 

主日崇拜            

    實體   40 人 

網上         29 人 

兒童崇拜          10 人   
 

祈禱會            10 人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57,810.00 
 

十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210,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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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