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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古群杏                                  領 會 

領  會：                         陸兆聰                              馬婉婷 

司  琴：                          樂隊                                 

協  唱：                        ---------                                    司 琴 

插  花：                        王鳳霞                                 伍侯剛甯                                                                                                                

家事分享：             林澤志                陳姜倩雯 

當值執事：            林澤志                陳姜倩雯                      小約瑟 

投  影 :             周陸蕙芳                  丁湘坤                   馬婉婷 / 莫李建明 

音  響：             伍振宇                   徐浩匡                  

陪  談：             陳劉漩               伍方倩儀                     小彼得 

招  待：        曾陳慧緣 / 麥李文正    郭林妙賢 / 歐陽小翠             任琬蔚 / 伍侯剛甯 

 
 
下星期講題 ：小心敬拜，敬拜小心         經文：詩 33：1-3,  創 22：3-5,  

太 28：8-9,  約 4：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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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日及 13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代下20:1-17   

<舊約439-440頁> 

講道 : 袮豈不會？           

回應詩歌：禱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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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著 

會眾之衣著應以端莊為重，吊帶背心、低胸、露背、透視、露臍或過短的裙褲等均  

不適合；除避免引起尷尬情況出現，亦可讓全會眾專注於崇拜。 
 
私隱及講道協議 

尊重個人私隱及講道協議，請勿於社交平台發放本堂崇拜及活動的影片、相片、講道

錄音及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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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坐著為王 
神啊  我要一心稱謝祢  神啊  我要高舉祢聖名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  至高的主啊  祢榮耀使我心歌頌祢 
驅黑暗留住美  藉著神重拾愛  齊心禱告以真誠  藉主誇勝 
要頌揚神是愛  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就算翻起千般駭浪  主必會為我掌舵  每日隨時乘風破浪  樂道主的凱歌    

 
我發現 
祢是王  我是民  我屈膝  祢是神  我是人  我謙卑   
朝見祢  是我今生的福氣  在祢聖殿裡等祢 
我發現  祢十架恩情我感激不了  祢作為  我懼怕驚嘆使我常記念 
我發現  祢膀臂堅強卻深生溫暖  令我深想永藏祢彎臂 
我發現  祢是我心靈最終的居處  我獻奉  我內裡深處給祢長居住 
我發現  祢大愛深長永久不改變  我的心深渴慕祢的愛  781 

 
我可以 
人生可以快樂終生麼  創傷的翅翼是否仍可遠飛 
環繞身邊故事雖坎坷  那一剎的改變 令斷翼再展翅 
原來你也可以當故事主角   
曾聽許多故事都精彩 每一章每頁盛載同一角色   
耶穌基督已為你犧牲  痛苦最深經過   
讓手腳釘穿破  期待你也可以是故事主角 
是祢讓我可以尋著不死的大愛  曾經徬徨  曾低微時  
是祢令我如鷹高飛  是祢讓我可以  除掉過往的罪債 
再不徬徨 也不躊躇  沒有罪擔牽累  是祢令我能終生都美 
令我無悔因這生有祢  796 

 
願你公義降臨 
神求你喜悅  我們的敬拜  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願我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你  作你看為義的子民 
唯願你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  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  他憐恤  受壓的人  主帳幕在人間 
唯願你公義  如滔滔江河  公平  如大水滾滾 
神又豈止於聖殿中  他憐恤  受壓的人  願你公義降臨   1918 

 
回應詩歌 

禱告（國） 
禱告  因為我渺小  禱告  因為我知道我需要   
明瞭  祢心意對我重要   
禱告  已假裝不了  禱告  因為祢的愛我需要  
祢關懷  我走過的祢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要對祢說  因祢比任何人都愛我 
痛苦從眼中流下  我知道祢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來對祢說  主耶穌今天我為祢活 
所需要的力量祢天天賜給我  祢恩典夠我用   1914 

 

 

 
 

家 事 分 享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本堂將於 12月11日主日崇拜後舉行「愛.聯誼-感恩 BBQ」，詳情如下- 

集合時間：下午 12:15 

集合地點：康泉堂（專車接送或自行前往，餐後 4:30 自行散去） 

燒烤地點：香港北角寶馬山道 45 號賽西湖商場 13 號鋪 --「雋園」 

費用：$50（收款作實，出席者可獲退款） 

名額：100 人（額滿即止，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截止日期：12月4日（主日） 

請於網上或聯絡行政同工報名。https://forms.gle/SrQVqSzsmwW6TG7c7 

二． 本堂同工黃志雄傳道於 11 月 16 日(三)至 20 日(日)取用假期，期間有

關之事務，請與其他同工聯絡。 

三． 本堂現招募會眾參與 12 月 20 日(二)聖誕節期服事，當天前往「樂餉

社」聯繫的麵包店收集麵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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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 (主

日)。https://forms.gle/TP6iUz1Yiu99EGNGA  

四． 第四十五屆水禮，將於 11 月 13 日下午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接受水禮者名單 

11月13日 

(本主日) 

下午 

2:30 - 4:30 

張昕琦、林淑蘭、郭月華、吳愷蓓、 

容佰謙、尹翠玉、楊盧淑慧、梁劉瑞鸞。 

 請會眾預留時間出席，共證主恩。 

五． 為鼓勵會眾參與事奉，本堂現招募招待、音響及投影事奉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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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主日）。https://forms.gle/EadNDaYeYtcyeios6 
 

本地佈道 (負責同工︰黃志雄傳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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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主日）。
https://forms.gle/EadNDaYeYtcyeios6 

二． 本堂將於 12 月 24 日(六)下午 4:30-6:00 舉行「相信有愛 就有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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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2QqznZRYg7gALd7 為你們的提名對象禱告。 
 

牧區事項 (負責同工︰林澤志傳道) 

一． 本堂於 11 月舉辦之「泡棉滾筒伸展班」，現已額滿。 
 

11 月 9 日(三) 祈禱會主題  : 職場服侍  (附頁)  
11 月 16 日(三) 祈禱會主題  : 招待組、陪談組 
 
本月金句︰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

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

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上帝。        (腓立比書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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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人 
主日崇拜            
    實體  34 人 

網上           16 人 
兒童崇拜           5 人 
  
祈禱會            13 人 
 
虔守聖餐           63 人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77,613.00 
 

十一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77,613.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https://forms.gle/SrQVqSzsmwW6TG7c7
https://forms.gle/TP6iUz1Yiu99EGNGA
https://forms.gle/EadNDaYeYtcyeios6
https://forms.gle/EadNDaYeYtcyeios6
https://forms.gle/v82QqznZRYg7gAL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