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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林澤志                                  領 會 

領  會：                         黃林詠欣                           林陳詠芝 

司  琴：                          樂隊                                 

協  唱：                   任琬蔚 / 譚偉漢                               司 他 

插  花：                        王鳳霞                                                                           何金惠 

家事分享：          莫李建明              陳姜倩雯 

當值執事：          莫李建明              陳姜倩雯                         小約瑟 

投  影 :            周陸蕙芳                李月嬋                   林陳詠芝 / 馬婉婷 

音  響：             楊建煌                徐浩匡                  

陪  談：             張珍鳳                陳玉芳                       小彼得 

招  待：        莫家鋕 / 容張詠琪      陳瑞平 / 郭林妙賢            容盧健思 / 麥張苑琼 

 
 
下星期講題 ：來見耶穌  (不設錄播)          經文：太 19： 13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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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 

主日兒童崇拜聚會(初班至小五)           

 

 
8:45-10:00 AM 

9:00-   10:30-12:00 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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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 5698 5363  密碼 Wedpray      會議號碼 874 1859 0614 密碼 2022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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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月 24日及 25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羅10：9-17   

<新約173頁> 

講道 : 也是合一       

回應詩歌：教會根基 

常費奉獻 

「童行有祢」證書頒發(主日) 

 

 

家事分享 

差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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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風的讚頌 
仰天觀星際  引發許多問題  是誰曾  把那星宿放於上頭 
而大地像有一手  在暗裡維持所有  養活田園  綠野間的萬有 
忐忑不安裡  讓我欣賞地球  觀雀鳥不收不種  卻得足夠 
聽萬物向我傾訴  主你的創造  沉默但讓我清楚看到 
讓眾山  地與海  述說你是那位主宰  從無更改永沒替代 
不可推諉  望不到  神恩明明可知道 
用我心  用我囗  傳揚主愛  看顧萬有 
隨著我的讚頌諧聲  要讓四方和應   
隨著我的讚頌諧聲  要讓四方尊崇你 
隨著我的讚頌諧聲  要讓四方和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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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美的聲音 
世界最美聲音  是罪人回轉的感恩  金不換的回頭  見證神大愛的深厚 
世界最美聲音  是罪人重生的感恩  今天我不回頭  世界在後 十架在前頭 
奇異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  今被尋回 瞎眼今得看見 
經過  危險網羅  飽受人間苦楚  此恩領我平安渡過  是祢扶持我  576 
 
我們呼求 (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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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根基 
教會唯一的根基  是主耶穌基督  聖水聖言所造成  是主的新創作 
主從上天來求她  為主聖潔新婦  捨身流血求得她  建立萬年基礎 
雖從萬邦選出來  信徒卻成一體  教會救恩的憑證  一主  一信  一洗 
同尊唯一的聖名  同餐唯一天糧  同懷唯一的希望  同蒙恩愛久長 
雖她受盡了困難  旁人嘲笑譏評  內爭分裂了她身  異端叛道離經 
聖徒警醒心焦問  黑夜到底多長  但是悲泣變歌聲  轉瞬便見晨光 
她在爭戰喧聲裡  艱難勞苦之中  她卻深信有平安  安心靜待成功  
直至欲穿的望眼  看見光榮遠象  到時凱旋的教會  得享永憩無彊 
她雖在地卻聯合真神三位一體  已享安息聖眾的神秘甜蜜團契 
懇求救主使我們  能像快樂聖眾  同樣溫柔又謙虛  永在主前供奉  1148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歡迎上星期參加崇拜的新朋友︰張少玉女士。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本堂將於 10 月 2 日聖餐主日，弟兄姊妹請預備心靈一同領受上帝的

恩典。網上肢體可自行預備聖餐的餅和杯。 

 「餅」：梳打餅或淡味的餅乾，方包也可。 

 「杯」：巿面上一般無氣提子汁或任何紙包裝提子汁。 

崇拜前將預備好的「餅」放在一隻碟上，並和「杯」放在身旁，待

主禮者帶領一同領受。。 

二． 本堂將於 11 月 13 日下午 2:30 至 4:00 舉行以下聖禮︰ 

 轉會禮 

 洗禮 

有意接受以上聖禮的會眾，請於接待處索取申請表格，填後交回行

政同工。截止日期為 9 月 25 日(今主日)。 
 

教導牧養 (負責同工︰林澤志傳道) 

一． 本堂將於 10 月 1 日（六）上午 8：00 至下午 3：00 於教會內舉辦退

修日，主題為「秋天的靈聽」，詳情請參閱單張，歡迎會眾於網上

或聯絡行政同工報名。截止日期為 9 月 25 日（今主日）。 
https://forms.gle/6BkHZ8o8yoT5R4t46 

二． 本堂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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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Bo4swHZaBaZfz3A 
 

牧區事項 (負責同工︰林澤志傳道) 

一． 兒童區於 10 月舉辦「初級劍擊班」，詳情請參閱海報及單張並於網

上或聯絡行政同工報名。https://forms.gle/394hn93RPj66AniM8 
二． 本堂於 10 月舉辦「泡棉滾筒伸展班」，詳情請參閱海報及單張並於

網上或聯絡行政同工報名。https://forms.gle/JUj6237kv1wcgwDo6 
 

9 月 21 日(三) 祈禱會主題 : 第三區  (附頁)  
9 月 28 日(三) 祈禱會主題 :兒童區 
 
 
 
 
 
 
 
 
 
本月金句︰但願賜忍耐安慰的  神 ,  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

耶穌，一心一口榮耀  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羅馬書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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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         ：馬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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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傳道     ： 古群杏 
   

本年主題 ：  
回應召命，開放神家。 
 
上周出席人數： 
 
晩堂崇拜            34 人 

主日崇拜            

    實體  39 人 

網上           20 人 

兒童崇拜          11 人 
  

祈禱會            10 人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106,888.00 
 

九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214,278.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https://forms.gle/6BkHZ8o8yoT5R4t46
https://forms.gle/sKBo4swHZaBaZfz3A
https://forms.gle/394hn93RPj66AniM8
https://forms.gle/JUj6237kv1wcgwD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