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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讀經：腓 1：1-11
<新約 216 頁>
講道：蒙福的教會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講 員：
領 會：
協 唱：
司 琴：
插 花：
家事分享：
當值執事：
投 影 :
音 響：

陪 談：
招

待：

主日崇拜

林澤志
陳姜倩雯
莫李建明 / 歐潔群
鍾謝婉螢
王鳳霞
容盧健思
宋美碧
容盧健思
宋美碧
趙耀昌
李月嬋
梁偉基
黎穎恆
陳姜倩雯
陳劉漩
陳玉芳 / 張珍鳳
黃吳瑞嫻 / 王耀球

下星期講題 ：是祂也是你和我- 耶和華的恩典追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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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早禱會 10:30-12:00 (實體+網上)
Zoom 會議號碼 859 3714 6588 密碼 Wedpray

回應詩歌：Come, Thou Fount

兒童崇拜
領 會
林陳詠芝

常費奉獻

司 琴
梁偉基
小約瑟
何王保懿 / 侯李琼芳
小彼得
任琬蔚 / 鄺維娟

家事分享
祝 福

經 文 ： 詩 篇 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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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00 NN

月禱會 每月的第一個周四晚上 8:00-9:30 (實體+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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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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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事 分 享

揚聲歡呼讚美
揚聲歡呼 讚美 稱頌我的王 高聲頌揚 歡唱 哈利路亞
來到主寶座前 尊崇讚美祂 我們歡呼喜樂 來到神的面前
祢是創造主 祢施行拯救 祢已救贖我 祢是主 最大的醫生
祢是豐盛之主 祢是我的牧者引領我
耶穌 我君王 我讚美祢 1232

愛的保證

一． 第二十七屆會友大會暨執事選舉將於 12 月 5 日主日崇拜後下午 12:302:00 舉行，大會舉行模式將以實體與網上同步進行，鼓勵會友登記出
席，以便大會能符合足夠法定人數啟動會議。請於網上、接待處或聯絡
行政同工報名，並索取是次會議議程及第二十七屆執事選舉候選人名
單。https://forms.gle/3Gc9JcpyjaMAo5hd7

我感激祢恩情 祢的手傳遞安寧 自太初應許的愛 我願時常認定
我高呼祢的名 這一生無盡供應 在歲月裡 祢保守帶領
寒冷冬天 四周都結冰 我倚靠著祢熱愛 風裡馳騁
塵世變遷 祢的看顧總未暫停 在祢恩典裡 找到愛的保證
求祢細聽 我的禱告聲 祢的意念燦爛似閃爍繁星
迎接困境 祢必指引今後路程 用信心宣告 天天靠主得勝 1365

二． 本堂以下同工正取用假期，期間有關之事務，請與其他同工聯絡。

不要憂慮

四． 為鼓勵會眾參與事奉，本堂現招募招待、音響、投影及插花事奉人員，

天空飛鳥 不收不種 你天父尚且養活牠
野地青草 田園百合 露水般短暫 祂都悉心裝飾
難道你不比鳥兒珍貴 愁慮哪可使你的歲月變多
難道你一生 就是這樣憂慮 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義 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可夠了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義 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亮燈儀式， 另外，會透過會眾把禮物包送給所居住地方的工作人員或
鄰舍，分享聖誕的喜悅。

包，鼓勵全體會眾積極參與，祝福缺乏的人群。請於網上或聯絡行政同
工報名。截止日期為 11 月 28 日 (下主日)。
https://forms.gle/HbGNzDvvP7eXVcUu5
430

回應詩歌
Come, Thou F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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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誠邀大家一同參與將於 11 月 27 日（六）晚上 7:00 在教會門外舉行聖景

五． 本堂現招募會眾於 12 月 23 日(四)前往「樂餉社」聯繫的麵包店收集麵

我並不完美 也並不特別 而祢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時常軟弱 有時會迷惑 但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祢要往哪裡走 我就跟祢走 領我走到世界盡頭 一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 我們的禱告
讓復興從我們開始 將主愛帶到人群中
縱然有許多的問題 我也不放棄
祢大能賜給我勇氣 我會勇敢走出去 944

2

黃志雄傳道 ：11 月 16 日(二)至 11 月 21 日(日)
徐健強弟兄 ：11 月 18 日(四)至 11 月 22 日(一)

會眾如有負擔參與各項事奉，請於網上或聯絡行政同工報名，截止日期
為 11 月 21 日（今主日）
。https://forms.gle/8Nh48RnzBjG1CZyPA

勇敢走出去（國）

1

使
命
：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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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主
家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Tune my heart to sing Thy grace
Streams of mercy never ceasing Call for songs of loudest praise
Teach me some melodious sonnet Sung by flaming tongues above
Praise the mount I'm fixed upon it Mount of Thy redeeming love
Here I raise mine Ebenezer Hither by Thy help I’m come
And I hope by Thy good pleasure Safely to arrive at home
Jesus sought me when a stranger Wand’ring from the fold of God
He to rescue me from danger Bought me with His precious blood
O to grace how great a debtor Daily I'm constrained to be
Let Thy goodness as a fetter Bind my wand’ring heart to Thee
Prone to wander
Lord I feel it Prone to leave the God I love
Here's my heart O take and seal it Seal it for Thy courts above 649

家庭服事(負責同工︰林澤志傳道)

一． 本堂將於11月28日(日)下午2:00-4:00舉辦「愛與管教的平衡」- 6A正向管
教家長講座，附設兒童照顧服務，歡迎攜同兒童參加，詳情請參閱海
報。

異
象
：
康
怡
康
山
收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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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佈道 (負責同工︰黃志雄傳道)

本年主題 ：
更新召命，開放神家。

一． 感謝 神！盧淑慧姊妹於 11 月 10 日(三)，在信仰探討班中決志信主，榮

上周出席人數：

耀歸與 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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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們的提名對象禱告。https://forms.gle/yWV9aGFz8DJ8shko9。

三． 本堂現招募明年 1-6 月成人崇拜之陪談員事奉者，鼓勵已接受個人佈道
班(前名稱：陪談員訓練班)課程之會眾參與，請於網上或聯絡行政同工
報名，截止日期為 11 月 21 日（今主日）
。
https://forms.gle/8Nh48RnzBjG1CZyPA

晩堂崇拜
主日崇拜
實體
網上
兒童崇拜

36 人

祈禱會

36 人
21 人
11 人

其他事項

上周奉獻金額：

一． 感謝 神! 冼廖佩茜姊妹喜有身孕，求 神保守姊妹及其胎兒之健康。

常費

8人

11 月 17 日(三) 祈禱會主題︰招待組、陪談組 (附頁)
11 月 24 日(三) 祈禱會主題︰影音組、花藝組
本月金句︰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
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使徒行傳 20:35)

$92,983.00

十一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135,083.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