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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事奉人員 
 

佈道會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陳守賢                   林澤志               領 會 
領  會：                           楊黃文婷                           任琬蔚 
協  唱：                    歐潔群 / 鄺維娟                                    
司  琴：                        伍侯剛甯                               司 琴 
插  花：                          高寶彥                               徐安晴 
家事分享：        莫李建明                  容盧健思                    
當值執事：        莫李建明                 容盧健思                小約瑟 
投  影 :            勞藹妍                   王耀球                  徐安晴 / 侯李琼芳 
音  響：           徐浩匡                    譚偉漢                   
陪  談：       佈道會陪談員               徐張少蓉                  小彼得 
招  待：            -------             歐陽小翠 / 嘉葉鳳嬋        任琬蔚 / 鄺維娟 

 

下星期講題 ：  耶穌是誰？你是誰？             經文：太 2：1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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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9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可10：46 - 52 

<新約 51頁> 

講道 : 要我為你做什麼？ 

宣教分享：何顯亮姑娘                      

回應詩歌：生命如光歌、願你知道 

(兒童區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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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輝晚上 

夜星光閃也亮  星輝晚上  有牧人於荒野如常放牧 

報信的天使耀眼放光  使人感到懼怕不敢張望 

報信的天使開口說述  在這城裡拯救主今天降生 

是關乎萬民為你降生  躺臥於馬槽裡就是記號 

夜星光閃也亮  星輝晚上  眾牧人伯利恆尋求證實 

看看可找到萬世救主  使人心振奮滿有希望 

按照所指引找到記號  在馬槽裡拯救主真的降生 

是眾人的拯救  上帝愛子  感謝稱讚上帝萬代救贖 

副歌  Hal-le-lu-jah  Hal-le-lu-jah  千秋盼望  盡在這刻 

   讓我敬拜父神  頌讚都歸於你  平安歸予人  960 
 
因祂活著 

1. 天父愛子  降生於世上  因愛萬民  犧牲拯救 

捨命喪生  來贖我生命  我更確知救主正仍然活心裡 

2. 心內銘感  似新生的兒子  使我感到  歡欣安慰 

祂又賜給  救主的生命  縱有困苦救主聖靈仍在心裡 

3. 即或有天  過死的幽谷  終結命途  崎嶇險徑 

祂就賜給  無窮盡生命  我見救主的光照和榮耀得勝 

副歌  慈愛救主  因祂今天正活  不再徬徨  除去驚恐 

慈愛主在這天並明日掌舵  重見那活著意義賜我新方向 

我見那活著意義賜我新方向  607 
 
世界變 

天空的飛鳥 不耕種也不收 祢也恆常保祐 

地上的鮮花不吃苦 不紡線 卻按祢心意盛開 

青草冬霜裡 枯死了有幾多 祢也全然妝飾 

地上的高低起跌 主都一一知道 誰在意 這刻天空正下雨 

人在祢愛裡比這些一切矜貴 何以手執擔憂始終不會放低 

尋覓祢的面 必得相見 今天我單單仰望祢  

就算世界變 面對狂雷和暴雨 

就是地動也山搖 唯獨祢 仍沒有轉動影兒 

就算世界變 十架恩典從未變  

滄海儘管有日變桑田  人在那低谷之處 生天已望見  

藏在祢應許深處 恩典已遇見  563 
 
愛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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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感謝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宣教士何顯亮姑娘蒞臨本堂分享信

息，願 主親自報答其勞苦。 
二． 歡迎上星期參加崇拜的新朋友︰樊偉納、Kathy。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感謝 神！第二十七屆執事會成員名單及互選結果如下︰ 

主席  ︰ 趙李翠芬姊妹 
副主席︰ 莫李建明姊妹 
文書  ︰ 宋美碧姊妹 
司庫  ︰ 陳姜倩雯姊妹及王鳳霞姊妹 
總務  ︰ 王偉昌弟兄 

二． 本堂將於本月 31 日(五)晚上 08:30-10:30 舉行「2021 年終感恩分享
會」，當晚安排了抽天糧環節。鼓勵會眾一起出席，分享主恩，並迎
接新一年的來臨。 

三． 誠邀會眾將本堂的禮物包送贈給所居住地方的工作人員或鄰舍，讓
大家一起分享聖誕的喜悅。 
 

牧區事項 (負責同工︰林澤志傳道) 
一． 本堂將於 2022 年 1 月開辦「書法班」，詳情請參閱海報並於網上或

聯絡行政同工報名。 
二． 兒童區於十二月底繼續開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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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日(三) 祈禱會主題︰執事團 
為執事團隊肢體禱告 

 為六位執事肢體祈禱(趙李翠芬，莫李建明，陳姜倩雯，王偉昌，王鳳霞，

宋美碧)，求主保守他們各自發揮恩賜，在事奉中得到美好的地步，並且在

主耶穌的真道上大有膽量 (提前三 13）。 

為世界/香港/社會祈禱 

 俄羅斯與烏克蘭戰雲密佈，劍拔弩張，求上主照祂至高的旨意，引導有關

政府，能冷靜處理衝突和矛盾，避免戰爭爆發，生靈塗炭。 

 求上主賜智慧，讓各國政府和科學家能研發疫苗和藥物，應對新的變種新

冠病毒，制止疫情擴散和傷害。 

 祈願神憐憫施恩，在祂自己的時間消滅疫情，讓民生恢復正常。 

 經歷過社會不安，曠久的疫情（暫趨緩和）。祈願： 

- 在 19 日的立法會和明年的特首選舉中，選擇合上主心意的人管治香港。 

- 基督群體同心尋求神的旨意，把握機會，在人心缺乏平安中讓福音遍傳。 

為服事的工人禱告 
 感謝主預備工人，讓 2021 年過度。 

 為 2022 年度所籌備的隊工禱告，祈願受感動的肢體作出回應，與神同工，

成就主的旨意。 

為社區服事禱告 

12 月 23 日收集麵包。感恩肢體們的回應，祈願我們繼續領受服侍鄰舍的心。 
12 月 22 日(三) 祈禱會主題︰教牧行政同工 

 
本月金句︰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

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立比書 2:15-1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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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人 
主日崇拜            
    實體   40 人 

網上         22 人 
兒童崇拜          10 人   
  

祈禱會              9 人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64,920.00 
 

十二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217,090.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