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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事奉人員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講  員：                         譚漢陽                                領 會 

領  會：                         馬婉婷                            任琬蔚 

司  琴：                         陸兆聰                                 

插  花：                        高寶彥                                司 琴 

聖餐餅 :                          王鳳霞                               李月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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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耀球                   譚偉漢                 周陸蕙芳 / 王鳳霞  

音  響：             伍振宇                 徐浩匡                  

陪  談：             張珍鳳               朱盧詠梅                     小彼得 

招  待：       麥李文正 / 朱志齡        莫家鋕 / 王偉昌              任琬蔚 / 伍侯剛甯 

 
 
下星期講題 ：信靠他、認定他  (不設錄播 )      經文： 箴 3： 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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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日及 4日崇拜程序 
 

 

詩歌敬拜 

讀經：箴3：1-12  

<舊約675-676頁> 

講道 : 刻在心版的教導           

回應詩歌：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水禮(主日) 

見證分享：容佰謙、尹翠玉(主日) 

聖餐 

見證分享：莫李建明姊妹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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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上頌讚 
在世間  萬有中  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  竭力頌揚  主愛是奇妙浩大 

是我主  是救主  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只有一息尚存  也要定意敬拜祢 

獻上頌讚  要吶喊  要頌揚  各處頌讚  眾山歡呼拍掌 

遍野萬里  也和應叫嚷  與眾海呼喊  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  要述說祢創造  願永愛著祢  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祢   2004 
 
一生愛祢（國） 
親愛的  寶貴耶穌  祢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祢吸引  愛祢是我的喜樂 

一生愛祢  一生敬拜祢  一生愛祢  一生榮耀祢 

一生奉獻  一生不回頭  一生愛祢  跟隨祢  107 
 
主祢知道 
軟弱  主祢知道  疲乏  主已知道 

更知道  我渴慕  我心裡  那愛慕  這一切  祢都知道 

耶穌  親自尋找我  於加利利海邊  問我的心如何 

縱使我曾軟弱  祢卻沒有捨棄  願一生跟主  奉上給祢 

軟弱  主會擁抱  疲乏  主也鼓舞 

祢安慰  祢引導  祢寬恕  祢教導  這一切  我都知道 

耶穌  親自尋找我  於加利利海邊  問我的心如何 

縱使我曾軟弱  祢卻沒有捨棄  願一生跟主  奉上給祢 

我不回首  向前走  點起愛祢的火  永不放手 

祢應許不改變  必施恩看顧  賜我勇氣走上  新的方向 

耶穌  親自尋找我  於加利利海邊  問我的心如何 

縱使我曾軟弱  祢卻沒有捨棄  願一生跟主 

耶穌  親自尋找我  漆黑迷途之中  讓我再見真光 

縱使我曾軟弱  你卻沒有捨棄  願一生跟主  奉上給祢 

願一生跟主  奉上給祢  432 
 

回應詩歌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天空降下雨水  愛在灌溉  小花汲取這愛  綻放色彩 

當失腳遇困苦  你應許沒變改  靈內深深感應到  神大愛深廣似海 

感恩你在每刻  賜下厚愛  供給所需一切  令我心喝采 

祝福我在這生  信心不會變改  懷著謙卑心靈讚頌你愛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祝福滿滿傾瀉  緊擁抱我度過寒夜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恩光照我荒野  

許多咒詛  靠著你可改寫  神應許嗎哪降在曠野  1087 

 

 
 

家 事 分 享  
 

歡迎︰ 
一． 感謝播道會活泉堂堂主任譚漢陽牧師蒞臨本堂證道，願 主親自報答

其勞苦。 
 

教會消息 (負責同工︰趙李翠芬姊妹) 

一． 本堂同工黃志雄傳道於 11 月 29 日(二)至 12 月 11 日(日)取用假期，期

間有關之事務，請與其他同工聯絡。 

二． 第二十八屆會友大會暨執事選舉將於 12 月 4 日主日崇拜後下午 12:3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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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屆執事選舉候選人

名單。https://forms.gle/ihwLCQ1NxB2UtnLW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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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餘小量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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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者可獲退款; 截止日期：12月4日（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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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宣教(負責同工︰黃志雄傳道) 

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成立了「國際合作台灣宣教計劃」，為神的

福音在台灣拓展有份，此事工的第一任宣教士為羅錫堅牧師。感恩康

泉堂成為其中一間「差遣教會」，本堂將繼續支持不同差會之宣教士。 
 

本地佈道 (負責同工︰黃志雄傳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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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將於網上及實體同步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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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2QqznZRYg7gALd7 
現招募已接受陪談訓練之會眾參與陪談員事奉，請於接待處或聯絡行
政同工報名。詳情如下︰ 

招募 日期 / 時間 截止日期 
 

陪談員 12 名 
 

 12 月 24 日 4:00pm – 6:30pm 
 

12 月 18 日(主日） 
 

其他事項 

一． 本堂會友呂唐秀雯姊妹，於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完成基督教靈修指導高

級文憑課程。畢業典禮將於 2022 年 12 月 12 日(一)假聖公會諸聖座堂

舉行。感謝主帶領及裝備姊妹，祈願上主使用她服侍有需要的群體。 
11 月 30 日(三) 感恩分享  (附頁)  
12 月 7 日(三) 祈禱會主題 : 無忘主恩（年終感恩） 
 

本月金句︰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們行事

為人對得起主， 凡事蒙祂喜悅，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漸漸地多知

道神。                                           (歌羅西書 1：9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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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人 

網上           20 人 

兒童崇拜           6 人 
  

祈禱會            15 人 
 

上周奉獻金額： 
 

常費           $38,310.00 
 

十一月份奉獻累積金額： 
 
常費          $225,143.00 
  
每月奉獻目標  $270,000.00 

https://forms.gle/ihwLCQ1NxB2UtnLW7
https://forms.gle/SrQVqSzsmwW6TG7c7
https://forms.gle/v82QqznZRYg7gAL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