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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好書介紹              王首文助理宣教師 

 

書名：詩歌，是一種抗憂鬱劑—40 帖帶來幸福的心

靈處方  

作者：施以諾著 

出版：主流出版 2013 年初版 

頁數：181 頁 

 

  施以諾博士是一位精神科治療師，他亦在大學講

授「音樂治療」的課程。他從醫學與信仰的角度去探

索隱藏在詩歌背後作曲家的創作情境，及歌詞內容對

人們身心健康的幫助。他有一個觀念，就是：「先處理

心情，再處理事情」，心情開朗才會處理事情會更順利。 

 

  40 首詩歌有 40 種療效。例如詩歌「平安夜」，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產生一種特別的療效：「饒恕」。話說當時是聖誕夜，戰場上的英兵

守著戰線，看著受傷的戰友，不期然哼著詩歌「平安夜」去安撫他。但他一哼，牽動了

大家的情緒，一個、十個、一百個…最後全營大合唱。英軍營的歌聲飄到德軍營那邊。

漸漸地歌聲傳遍德軍營。這時，有英兵站起來向德軍大叫：「聖誕快樂！」不一會，德

軍也有人站起來回應：「聖誕快樂！」隨即兩軍陣營一起歡呼，大家都拋下手中武器，

一起唱家鄉的聖誕歌。個多小時後，兩個德軍抬著一箱啤酒走到敵方陣營說：「今日長

官說不打仗了，要過聖誕節，並派我們送啤酒來與你們分享！」那個晚上，他們共享了

一個真正的平安夜，是關乎饒恕及分享的。 

 

  施博士解釋：真正的饒恕並不是「壓抑與忍受」，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釋懷，學習

把一切交給上主；真正的饒恕更不等於「認同對方的所作所為與價值觀」，而是即使不

認同對方，但仍有寬容待之的大器雅量。這才是「饒恕別人，使自己快樂」的處世態度。 

2020 年事工中心：「為主裝備，承主使命」 

顧  問  牧  師：劉偉強牧師 

堂  主  任：黃智敏牧師 

牧    師：李秀琼牧師 

行 政 主 任：黃嫦明姊妹 

辦公室幹事：劉佩琪姊妹、梁少娟姊妹 

事  務  員：方秀慶女士 

宣 教 師：何惠儀宣教師、 

馬文強宣教師、 

余啟民宣教師 

王首文助理宣教師 

堂   址： 九龍黃大仙東頭村道 161 號 
電   話： 2320 2359 圖 文 傳 真：2327 7211 
電 子 郵 箱：info@ccckkc.org.hk           網   址：https://ccckk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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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主   席：倫少怡 

司琴/司結他：周旨呈 
詩   歌： 1.舉手讚頌  2.靜候恩主  3.主是安息港 

認   信：同念＜使徒信經＞ 

信   息：職場(三)衡之有道 
講   員：余啟民宣教師 

經   文：路加福音 10:38-42 

奉   獻：＜主席＞ 
差遣祝福：黃智敏牧師 

主  禱  文：同誦＜主禱文＞ 

報   告：黃智敏牧師 

散   會：＜回應詩歌：做鹽做光＞ 
 
～～～～～～～～～～～～～～～～～～～～～～～～～～～～～～～～～～～～～～～ 

 
彼此代禱 

 
＜事工＞：  

1. 有關 2020 年度教友大會（22/11/2020）之安排及候選執委簡介(詳情刊登

於週刊 P.4 - 7)。 
 

2. 2020 年 11 月 22 日教友大會教友名單(詳情刊登於週刊 P.8 -9) 
 

3. 有鑑本地疫情已有緩和跡象，惟政府對宗教場所群眾聚集之指引尚未放
寬，現仍需繼續暫停本堂所有實體崇拜及各區聚會，直至另行通告(詳細

指引及安排刊登於週刊 P.10)。 
 
4. 因應疫情關係以下的活動取消或改期舉行： 

一. 27/9 事奉分享會～取消 

二. 27/9 主日下午舉行之洗禮儀節，現改於 12 月 25 日(星期五)聖誕節下
午三時正舉行。 

            

＜主日花刊奉獻芳名＞紀念母親～莫小玲姊妺 

             
 

每月經文(2020年 9 月份)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希伯來書 10:25                        

✽請踴躍向組長或同工背經文，並在完成後請他們為你在背經咭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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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主日 
 

日期：10 月 4 日(下主日)   講題：真自由˙真滿足  

講員：錢秀英傳道   經文：約翰福音 4:1-26 

十月份祈禱峰會 
 

主題：仇敵不義，我們怎樣祈禱？ 

經文：太 5:38-48；耶 29:1-7 

形式：10 月 7 日(週三)晚上 8 時正，家中同心禱告。 
 
✽邀請大家把代禱需要以 WhatsApp或電郵交予區牧或教會辦公室(23202359)。 

會友班 
 

本課程為有意於 2021 年聖靈降臨節接受洗禮、堅信禮或轉

會的弟兄姊妹而設。 
時間：2020年 10月 4 日至 2021 年 4月 24日 

(主日)早上 9:00 

形式：網上課程、實體課程及營會 
導師：黃智敏牧師、何惠儀宣教師、王首文助理宣教師 
報名：請於 30/9前向教會辦公室報名 

加拉太書網上研經課程 

日期：11/10 - 1/11 （逢主日早上 9:00） 
導師：黃仕貞實習神學生（伯特利神學院） 
形式：主日早上在 WhatsApp 群組中發放影片，並讓同學在

群組中發問及回應。 
報名：請向教會辦公室報名（23202359） 
截止日期：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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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教友大會安排》 

 

這一年的疫情反覆，政府為了減低傳播風險，制定了不少防疫措施，然而教

會的聚會也帶來不少影響。本年度教友大會將至，同工及執委們在上主日商議後，

制定以下的相關措施： 

 

1. 本堂有關召開教友大會是根據本堂典章之限定，必須以現場實體形式進行。另

外，我們會遵守本港政府所頒布的《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

（香港法例第 599G 章）（下稱《規例》）、《公司條例》及公司註冊處的指引來安排當天的

崇拜及教友大會。 

 

2. 如本港疫情緩和，並政府放寬規例，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會如常在 2020 年 11 月

22 日（第四主日）崇拜後，以實體形式於副堂進行。 

 

3. 如政府繼續執行現時的規例，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會以混合形式 (實體及視像)進

行會議： 

A. 會議日期及時間為 2020 年 11 月 22 日下午二時半開始，約四時結束。 

B. 實體會議將於教會禮堂前舉行，並於禮堂尾、閣樓、副堂、二樓及四樓實時

轉播，以配合有關的限聚要求。（註：每個房間或間隔範圍容納不多於 20 人，合共最多可

容納教友約 160 人）。 

C. 除了在教會舉行實體會議外，同時會以 ZOOM 形式進行視像會議，可容納參

與 ZOOM 形式的人數上限為 100 人。屆時請提早 20 分鐘進入等待室，並必

須開啟視訊(鏡頭)及以中文全名顯示，以便進行點名。 

 

由於教會的實體崇拜未必能在短期內全面重啟，本年度之教友大會通知函及

各項文件，包括執委選舉選票、參予教友大會的方法之意願，將以郵遞方式寄給

各教友們，請各教友於教友大會前，填妥相關的回條，並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或

之前寄回本堂，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準。另外，若郵件在 11 月 20 日仍未能送達本

堂，一概視為廢票，故請各教友儘早回覆。 

  

註：由於出席教友大會之人數必須達至本年度有表決權之教友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即 170 人或以上，請踴躍出

席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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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2020 年度教友大會（22/11/2020）之安排》 
 

1. 下年度出缺執委名單如下： 

李廣義、馬嘉偉、陳月燕、黃英群、姜杏怡(*)、曾繁安(*) 
 
＜（*）：任滿第二屆，根據典章，任滿第二屆執委者須停任一年後，才再有被選權＞ 
 

2. 提名小組建議之候選執委名單如下： 
 
A 組（31 歲或以上）（１６位中必須選４位） 

 

＜註：亞家=亞伯拉罕家、約家=約書亞家、提家=提摩太家、安家=安得烈家＞ 

 

區碧君(提家)、陳岳豐(安家)、陳月燕(亞家)、朱健能(約家)、樊錦樂(安家)、黎錦強(約家)、 

林柏心(安家)、李廣義(約家)、倫少怡(提家)、吳卓榮(安家)、魏梅芳(提家)、譚維諾(安家)、 

黃嘉蕊(提家)、黃新源(安家)、黃英群(亞家)、茹少紅(約家) 
 
 
B 組（21~30 歲）（４位中必須選２位） 

 

馬嘉偉(職青區)、林曉烽(職青區)、羅偉君(職青區)、施日朗(少青區) 

 

3. 本年度義務核數候選名單：李明勳 
 

4. 選票發出日期：11/10/2020 
 

5. 大會工作人員：總監票：吳偉強  助理總監票：陳遠紅、陳力行  協助同工：黃嫦明 
             

第 1 組(A 組)        第 2 組(A 組)        第 3 組(B 組) 
 

周志華、陳炳賢、趙心望、 

馮梓承、黃錦屏、梁麗薇、 

黃火妹、周順乾 

陳樂群、黃傑梅、梁少娟、 

鄧佩明、廖淑霞、楊賢娣、 

曾繁安、湯潤寬 

高志強、陳淑華、胡志強、 

孫岵恒、梁倩如、陳卓偉、 

譚美蓮、黎凱楹 

 

6. 各部門週年報告於 13/9/2020 或之前交主任編印，並於 11/10/2020 派發。 
 

7. 假若按典章有合適之候選執委人選而未被小組考慮之列者，可經由當年有表決權之會友十分之

一( 51 人)聯名推薦，於 27/9/2020 前提交執委會考慮。  
 

8. 有關會友提出修章或教友大會中討論議案，須按典章規則於 30/9/2020 前以書面提交執委會，以

便於 10 月份執委會考慮。 
 

註 1：根據典章，任滿第一屆執委者仍可繼續有被選權。 

註 2：本年度點票日期：21/11/2020（星期六）下午 5 時進行，煩請各工作人員(上列第 5 項)屆時
必須出席為荷，如未能出席者請盡早通知黃嫦明行政主任，以便預早安排人手調動。 

註 3：本年度教友大會之截票日期：15/11/2020，以郵戳日期為準。 

註 4：按今年教友名單有表決權合共人數為 508 人，按典章教友大會之規定出席合法人數以該年

度有表決權之基本教友人數三分之一為準則，即 170 人或以上。  
 
 

 (關懷候選人建議措施) 
 

1. 建議每位執委分別負責關心一至兩位候選人就有關其負擔及鼓勵需要。 

2. 建議邀請候選執委列席 11 月 8 日下午之執委會。 

3. 建議辦公室預備候選執委簡介報告以供會眾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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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候選執委簡介～A 組(31 歲或以上) (16 位中必須選 4 位) 

候選執委：區碧君姊妹 

所屬區／家：提摩太家 

事奉經驗：組長、紅門導師、 

崇拜司事員 
 

加入教會：2010 年 

 

 

候選執委：陳岳豐弟兄 

所屬區／家：安得烈家 

事奉經驗：執委、崇拜主領、 

少青區導師 
 

加入教會：2005 年 

 

 

候選執委：陳月燕姊妹 

所屬區／家：亞伯拉罕家 

事奉經驗：執委、區導師、 

組長 
 

加入教會：2005 年 

 

候選執委：朱健能弟兄 

所屬區／家：約書亞家 

事奉經驗：組長、 

崇拜音響員、 

書法班導師 

加入教會：2009 年 

 

 

候選執委：樊錦樂弟兄 

所屬區／家：安得烈家 

事奉經驗：組長、 

崇拜音響員 
 

加入教會：2004 年 

 

 

候選執委：黎錦強弟兄 

所屬區／家：約書亞家 

事奉經驗：執委、 

崇拜主領  
 

加入教會：1982 年 

 

候選執委：林柏心姊妹 

所屬區／家：安得烈家 

事奉經驗：兒區導師 

 
 

加入教會：2006 年 

 
 

 

   

候選執委：李廣義弟兄 

所屬區／家：約書亞家 

事奉經驗：執委、區導師、 

崇拜主領 
 

加入教會：1980 年 

 

 

候選執委：倫少怡姊妹 

所屬區／家：提摩太家 

事奉經驗：崇拜主領、 

紅門導師、 

黃崇投影員統籌 

加入教會：2008 年 

 

候選執委：吳卓榮弟兄 

所屬區／家：安得烈家 

事奉經驗：崇拜總司事 

 
 

加入教會：2011 年 

 

 

候選執委：魏梅芳姊妹 

所屬區／家：提摩太家 

事奉經驗：組長、崇拜主領、 

崇拜投影員 
 

加入教會：2013 年 

  

候選執委：譚維諾弟兄 

所屬區／家：安得烈家 

事奉經驗：執委、組長、 

敬拜隊員           
 

加入教會：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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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候選執委簡介～A 組(31 歲或以上) (16 位中必須選 4 位) 

候選執委：黃嘉蕊姊妹 

所屬區／家：提摩太家 

事奉經驗：組長、崇拜司琴、 

崇拜司事員 
 

加入教會：2007 年 

 

 

候選執委：黃新源弟兄 

所屬區／家：安得烈家 

事奉經驗：副組長、 

崇拜音響員 
 

加入教會：1991 年 

 

 

候選執委：黃英群姊妹 

所屬區／家：亞伯拉罕家 

事奉經驗：執委、組長、 

副堂總司事 
 

加入教會：1975 年 

 

候選執委：茹少紅姊妹 

所屬區／家：約書亞家 

事奉經驗：副組長、 

崇拜司事員 
 

加入教會：2015 年 

 

      

2020/2021 年度候選執委簡介～B 組(21-30 歲) (4 位中必須選 2 位) 
候選執委：馬嘉偉弟兄 

所屬區／家：職青區 

事奉經驗：委執、 

少青區導師、 

崇拜主領 

加入教會：2007 年 

 

 

候選執委：林曉烽弟兄 

所屬區／家：職青區 

事奉經驗：崇拜音響員 

 
 

加入教會：2010 年 

 

 

候選執委：羅偉君弟兄 

所屬區／家：職青區 

事奉經驗：少青區導師、 

崇拜主領 
 

加入教會：2011 年 

 

候選執委：施日朗弟兄 

所屬區／家：少青區 

事奉經驗：少青區導師、 

組長、 

崇拜音響員 

加入教會：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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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22 日教友大會教友名單 

一.有選舉執委及表決權之教友名單<已在本堂洗禮或轉會兩年以上～2018 年 11 月 22 日之前> 

將收到教會發出之教友大會通告及執委選票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1 區碧君 51 鄭富安 101 鍾凌意 151 郭惠玲 201 劉卓琪 251 梁少娟 301 馬靜芬 351 鄧小媚 

2 歐帶 52 鄭美心 102 鍾泳嫻 152 郭麗媚 202 劉煥貞 252 梁卓文 302 馬鳳貞 352 鄧佩明 

3 歐陽翠連 53 鄭燕珍 103 鍾明珠 153 郭寶蓮 203 劉佩琪 253 梁興 303 馬嘉偉 353 鄧惠芳 

4 鮑彩鳳 54 鄭燕碧 104 鍾淑萍 154 郭美娟 204 劉純明 254 梁金英 304 馬建怡 354 鄧少瑜 

5 陳美華 55 張金鳳 105 卓永豪 155 郭秀嫻 205 劉菊蘭 255 梁佑康 305 馬麗君 355 鄧秋婷 

6 陳文偉 56 張振東 106 徐鳳萍 156 鄺翠霞 206 劉梓橋 256 梁麗明 306 馬嘉華 356 鄧少虹 

7 陳淑華 57 張淑儀 107 崔麗英 157 鄺斯雅 207 劉碧霞 257 梁麗薇 307 文留好 357 鄧惠屏 

8 陳炳賢 58 張妙芬 108 宗芬玲 158 鄺英偉 208 李國安 258 黎志強 308 伍雪英 358 鄧友梅 

9 陳燕萍 59 張桂珍 109 莊麗芳 159 鄺美嫻 209 李日長 259 黎漢強 309 吳竣宇 359 曾繁安 

10 陳遠紅 60 張國明 110 戴明珠 160 關志興 210 李潔玲 260 黎錦強 310 吳偉強 360 曾梓威 

11 陳亮寶 61 張嘉誠 111 馮梓承 161 關卓茹 211 李廣信 261 黎翠蘭 311 吳小帆 361 曾淑英 

12 陳秀君 62 張為銳 112 馮麗有 162 關卓詠 212 李廣義 262 黎凱楹 312 吳錦業 362 湯佩玲 

13 陳朗慈 63 張漢濤 113 馮麗薇 163 關美雲 213 李秀琼 263 黎煥儀 313 吳施韻 363 湯潤寬 

14 陳效基 64 張志明 114 馮錦泉 164 甘偉傑 214 李耀麟 264 黎渺揚 314 吳煥金 364 湯麗儀 

15 陳志雄 65 張俊榮 115 馮少玉 165 古琼玉 215 李祖耀 265 黎火娣 315 吳屏妹 365 謝佩紅 

16 陳卓偉 66 張妙華 116 范芝莉 166 古艷珍 216 李海芳 266 黎靜儀 316 吳子健 366 謝梓軒 

17 陳海婷 67 張笑群 117 范逸朗 167 姜杏怡 217 李曉恩 267 黎煥常 317 吳樂怡 367 譚家輝 

18 陳健光 68 張榮發 118 樊新嬌 168 簡鎮國 218 李嘉恩 268 黎煥佳 318 吳玉燕 368 譚長光 

19 陳岳豐 69 張伙生 119 樊錦安 169 林英 219 李詩敏 269 黎天生 319 吳卓榮 369 譚維諾 

20 陳月燕 70 張永傑 120 樊錦樂 170 林炎茂 220 李桂香 270 黎潔池 320 吳菜 370 譚維祖 

21 陳翠萍 71 張國豪 121 樊華金 171 林亞葉 221 李巧 271 連惠珍 321 吳天生 371 譚玉輝 

22 陳玉梅 72 張美蓮 122 傅翠開 172 林儲新 222 李明勳 272 盧燕芳 322 吳鳯雯 372 譚美蓮 

23 陳樂群 73 張玉花 123 方美萍 173 林火妹 223 李銘仁 273 盧玉嬋 323 吳婉君 373 杜火姐 

24 陳小紅 74 章麗娟 124 方伯添 174 林文富 224 李捷華 274 盧棉 324 吳雪芳 374 杜麗軍 

25 陳雪清 75 趙心信 125 方梓健 175 林雪梅 225 李少清 275 盧珍 325 吳雪容 375 唐穎芝 

26 陳麗儀 76 趙美雲 126 何惠珠 176 林柏心 226 李轉鳳 276 陸麗卿 326 吳樂騫 376 陶慕貞 

27 陳錦銘 77 趙心望 127 何凱珊 177 林佩卿 227 李軍 277 廖淑霞 327 吳杰昌 377 董秀冰 

28 陳素貞 78 趙月蘭 128 何少霞 178 林曉彤 228 李麗歡 278 廖月梅 328 伍麗琼 378 胡發海 

29 陳力行 79 焦英華 129 何綺雯 179 林惠汶 229 李煒琳 279 廖偉清 329 魏蕙謙 379 胡志強 

30 陳秀珍 80 蔡顯佑 130 何鳯文 180 林曉烽 230 李弘暉 280 廖錦林 330 魏旻熹 380 溫慶強 

31 陳茂蘭 81 蔡達 131 何金娣 181 林麗明 231 李和平 281 廖寶仲 331 魏美玲 381 溫偉容 

32 陳婉如 82 蔡學芳 132 何宛芝 182 林楚戀 232 李志強 282 廖沛流 332 魏梅芳 382 韋光耀 

33 陳皓玲 83 周志華 133 何潔瑩 183 林敬聰 233 李寶芝 283 羅慧文 333 彭彩雲 383 黃振耀 

34 陳日正 84 周鳳好 134 何曉暉 184 林理浩 234 李遠惠 284 羅偉君 334 潘秀華 384 黃錦屏 

35 陳錫欽 85 周彩鳳 135 許蓮大 185 林清麗 235 李錦貞 285 羅蒨婷 335 邵玉葉 385 黃嫦明 

36 陳得亮 86 周翠英 136 許增雄 186 林月蓬 236 李貴嬌 286 羅逢金 336 蘇彩霞 386 黃紹明 

37 陳碧濃 87 周玉琼 137 香銀弟 187 林文彩 237 李有宜 287 羅貴珍 337 蘇展華 387 黃少媚 

38 陳芳 88 周國強 138 高菜英 188 林順南 238 李秀春 288 羅水帶 338 蘇詠欣 388 黃新源 

39 陳佩詩 89 周仲齡 139 高志強 189 林麗卿 239 李玉潔 289 羅文鋒 339 蘇永泉 389 黃騰捷 

40 陳淑卿 90 周順乾 140 高穎中 190 林德信 240 李年開 290 駱滄河 340 蘇麗玉 390 黃慧儀 

41 陳傑輝 91 周桂好 141 高德軒 191 林容好 241 李嘉釗 291 倫少怡 341 孫錦輝 391 黃占璋 

42 陳碧琪 92 周旨呈 142 高雪麗 192 劉鳳愛 242 李錦富 292 呂穎琪 342 孫嘉澍 392 黃思盈 

43 陳燕芬 93 周亦呈 143 郭美蓮 193 劉佩珠 243 李妙媛 293 龍凱詩 343 孫岵恒 393 黃秋連 

44 陳慕貞 94 鄒錦珍 144 郭妙蓮 194 劉佩珊 244 利文鋒 294 莫小玲 344 宋偉芳 394 黃火妹 

45 陳可悠 95 鄒春英 145 郭麗清 195 劉琼芳 245 利慧芬 295 巫燕芳 345 施生弟 395 黃嘉蕊 

46 陳麗娟 96 朱麗琼 146 郭耀光 196 劉瑞歡 246 梁玉萍 296 梅鴻君 346 施日朗 396 黃藹嵐 

47 陳愛蘭 97 朱惠森 147 郭麗娟 197 劉天亮 247 梁美玲 297 梅英連 347 佘培迪 397 黃淑娟 

48 陳嬋芬 98 朱健能 148 郭惠芳 198 劉偉強 248 梁倩如 298 麥淑珍 348 石桂 398 黃月枝 

49 赤亞芬 99 朱美英 149 郭柔玉 199 劉天望 249 梁炳超 299 麥淑貞 349 岑玉英 399 黃智敏 

50 鄭建陽 100 朱惠貞 150 郭彥希 200 劉志華 250 梁連有 300 麥駿彥 350 鄧玉玲 400 黃戰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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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22 日教友大會教友名單 

一.有選舉執委及表決權之教友名單<已在本堂洗禮或轉會兩年以上～2018 年 11 月 22 日之前> 

將收到教會發出之教友大會通告及執委選票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401 黃海樑 421 黃明忠 441 葉美萍 461 余金恨                 

402 黃英群 422 黃金鳳 442 葉佩珍 462 茹家洲                 

403 黃傑梅 423 黃愛好 443 葉漢明 463 茹少紅                 

404 黃炳標 424 黃佩儀 444 葉浚文 464 姚愷妮                 

405 黃振輝 425 黃玉群 445 葉小玲 465 姚桂                 

406 黃美珠 426 黃玉嫻 446 葉家俊 466 易榮雄                 

407 黃惠玲 427 黃恩銘 447 葉成就 467 任襯歡                 

408 黃啟林 428 王寶音 448 容廣濟 468 任玉章                 

409 黃寶義 429 王玉琴 449 容向榮 469 甄麗明                 

410 黃蓮娣 430 王明昌 450 袁淑嫻 470 甄美蓮                 

411 黃宏娟 431 王炳明 451 袁珠 471                  

412 黃煥 432 王美卿 452 袁寶姿 472                   

413 黃捷漢 433 楊啟謀 453 袁嘉瑜 473                   

414 黃喜容 434 楊嘉智 454 阮淑曼 474                   

415 黃美香 435 楊淑芬 455 原健明 475                   

416 黃鳳嬋 436 楊玉蓮 456 邱湘君 476                   

417 黃國基 437 楊紅 457 邱冬梅 477                   

418 黃金蓮 438 楊賢娣 458 邱迦潁 478                   

419 黃俊平 439 楊雅麗 459 余愛蓮 479                   

420 黃宇軒 440 嚴文瀚 460 余振鵬 480                   
         

         

 2020 年 11 月 22 日教友大會教友名單 

二.有表決權但沒有選舉執委權之教友名單<已在本堂洗禮或轉會兩年以下～2018 年 11 月 22 日之後> 

將收到教會發出之教友大會通告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A1. 曾淑霞 A11 李弘昕 A21 何錦熊 A31 王美玲             

A2. 林潤興 A12 梁碧蓮 A22 陸文海 A32 麥鎮鋒             

A3. 翟進娣 A1. 梁家文 A23 何玉平 A33 麥楚瑩             

A4. 李秋琼 A14 謝淑麗 A24 吳月清 A34 趙心愛             

A5. 何美彩 A15 賴定權 A25 程灶群 A35 周兆章             

A6. 馬加樂 A16 何貴蘭 A26 譚笑芳 A36 麥桃             

A7. 李麗珊 A17 郭永昌 A27 張惠珠 A37 周燕玲             

A8. 鄒浩昌 A18 林慧心 A28 何德利 A38 彭運連             

A9. 金智仁 A19 曾芷瑩 A29 陳德強 A39               

A10 龔穎然 A20 馬文強 A30 陳漢光 A40                   

                                 

名單如有錯漏，敬請通知黃嫦明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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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各堂崇拜及聚會最新安排> 

(更新: 02.09.2020) 

 

主內錦江堂弟兄姊妹： 

 

有鑑本地疫情已有緩和跡象，惟政府對宗教場所內進行的群組聚集

之疫情指引尚未放寬，經 02.09.2020同工會商議後，現仍需繼續暫

停教會所有實體崇拜及各區聚會，直至另行通告。倘政府有進一步

放寬對宗教場所之群組聚集限制的話，本堂將會按政府防疫指引下

盡快恢復實體崇拜及各區聚會。 

 

教會將繼續安排於每主日早上11時30分有崇拜直播，會眾請按時登

入以下連結，在家中參與 

 

～崇拜直播：http://ccckkc.org.hk/live 

 

～查閱週刊：http://ccckkc.org.hk/weekly 

 

＊ 請留意：每週崇拜直播均是登入上述連結便可，教會並於每主日

稍後時間將當日的崇拜直播移放在本堂網頁的「崇拜重溫」內，

會眾可隨時登入以下連結： 

 

～重溫每週崇拜：https://ccckkc.org.hk/playback  

 

 

錦江堂同工團隊  

http://ccckkc.org.hk/live
http://ccckkc.org.hk/weekly
https://ccckkc.org.hk/play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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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7 日聖工人員＜主日早上十一時三十分直播＞ 
(除牧者外，其他兄姊，恕不稱呼) 

 ＜主日崇拜＞ 

主   席 倫少怡 音 響 員 余進業、李日長 

司琴 /司結他 周旨呈 直播支援 曾國政、樊錦安 

講   員 余啟民宣教師 投 影 員 馬文強宣教師 

當值同工 黃智敏牧師   

溫馨提示： 

註 1：為方便弟兄姊妹對教會作出奉獻，可選擇自行轉賬或入數教會銀行戶口內，
入 數 後 請 將 收 據 ／ 入 數 紙 透 過 WhatsApp ： 23202359 或 電 郵 ：

fin.kkchurch@gmail.com 通知教會，並請寫明以下資料： 

你的中文姓名、奉獻金額、奉獻項目、入數日期，以便教會跟進及記錄。 
教會銀行名稱：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戶口號碼：438-202-2328-4 

支票抬頭：錦江紀念禮拜堂（Kam Kong Memorial Church） 
註 2：由於疫情下教會暫停實體崇拜，請弟兄姊妹於家中聆聽講道信息後，把奉獻

放在同一個奉獻封或信封中，待疫情緩和後，才在崇拜中投入奉獻箱中作奉

獻。 
註 3：如在入數／轉賬後沒有通知教會者，可能列作會眾不記名處理，多謝合作！ 

mailto:fin.kkchur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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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7 主日崇拜詩歌：  
詩歌：      

【舉手讚頌】 
版權屬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所有 

 

神啊，我一生要仰望祢， 
因祢的名萬國萬民舉起手讚美， 

頌讚歌聲來宣告祢是王，惟獨祢賜下那榮美恩典。 

 
神啊，我一生要仰望祢， 

因祢的名萬國萬民舉起手讚美， 

頌讚歌聲來宣告祢是王，惟獨祢那大愛堅穩不變。 
 

讓我舉起手去讚頌，讓我張開口去宣告， 

明白祢大愛永不止息； 
讓我舉起手去讚頌，讓我宣講祢的慈愛， 

祢是惟一的父上帝。 

 
 
 

【靜候恩主】 
版權屬  匠心唱片製作有限公司  所有 

 
靜候恩主，萬念敞開，神獨祢照我心深處； 
像陣清風，透我心窩，除掉往昔的損我。 

 

主請祢進入我心裡面， 
解開我擾困，彰顯祢大能， 

更新我裡面，賜我美善，藏在我的心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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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安息港】 
版權屬 MMO 媒體綠洲 所有 

 
心渴慕恩主現臨到我，就讓神恩典可充滿我， 

軟弱絕望是我主給我力跨過。 
 

心渴慕恩主現懷抱我，眼淚神擔當不再負荷， 
感激主祢接納愛惜我。 

 
在主裡是安息海港，攔阻暴風急雨降， 

讓我風雨裡能享心裡平安。 
 

是主祢像漆黑星光能照亮我心指引在午夜前航。 
 
 
回應詩歌：     【做鹽做光】 

＜詩歌版權屬：SON Music 新音樂敬拜創作＞ 
 

耶穌 捨身為我 祂寶血 已造全新的我 

逆境中我都可 繼續向主高歌 
慈愛恩光 一生照亮我 

 
今天我 靠主不會再迷途  

兩手拖帶我 恩典總不更改 
軟弱無助已離開 讓我活出信望愛 

主的愛 讓這生精采 
 

做鹽做光 傳揚耶穌的愛 主每日塑造鞭策我 
今要為祂興起發光 奉獻一生 作主的所愛 

用信心將一切跨過 唯獨耶穌給我盼望  

堅守方向 主我願擺上 
 

因祢話語給我真光 無懼攔阻挑戰更多 
堅守方向 主我為祢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