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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祂的創造奇妙，從大自然裡，常常都能讓我們有豐富的體會。每當有

機會看見「向日葵」或「小雛菊」，不論是實物、圖片或短片時，都叫我的心嚮往主，

親近愛我們的主！ 
 

向日葵：看見它生長形態的特性 ─ 面向太陽生長 (成

長)，每天都迎向太陽的光芒和溫暖，使自己(向日葵)生長

得更加燦爛和茁壯！從它成長的特性，讓我想起聖經的

話語：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 2:9)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約一 1:5) 
 
願主祝福我們的生命常常在主的光明裡，活出不一樣的生命，叫人知道我們是屬上帝

的兒女、君尊的祭司，使我們能領人歸主！ 
 
小雛菊：每當看見它，它的面總是向天仰望的。從它的生長

形態，就會提醒我也要常常抬頭仰望愛我們的主，又使我想

起聖經的話語：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民 6:25)   

「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 (詩 25:1)   

「至於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託付他。」(伯 5:8)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詩 33:18)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榮；他們的臉必不蒙羞。」(詩 34:5)   
 
願聖靈常常提醒我們，時刻仰望愛我們的主，得着從祂而來的各樣福份，使我們有豐

盛的生命 ! 

何惠儀宣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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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主  席：王首文助理宣教師 

司  琴：李弘暉 

詩  歌：1.全能父上帝    2.求引領我心    

 3.不可能的愛   4.得著自由     

認  信：同念＜使徒信經＞ 

信  息：從約瑟的經歷看逆境人生 

講  員：魯聰言宣教師 

經  文：創世記 40:1-23  

奉  獻：＜主席＞ 

報  告：黃智敏牧師 

差遣祝福：黃智敏牧師 
 

～～～～～～～～～～～～～～～～～～～～～～～～～～～～～～～～～～～～～～  

彼此代禱 
 

 
＜事工＞：  

1. 本週崇拜得蒙魯聰言宣教師蒞臨本堂證道，謹此致謝。 
 

2. 三月份執委會討論事項： 
(1) 有關馬文強宣教師合約期滿應如何決定案。 

 
3. 有關重啟本堂小組、課程、會議及敬拜隊、詩班練歌之場地安排，請參閱

刊登第 4 頁。。 
 
4. 由於疫情反覆，故 2020年度洗禮將會延期至重啟聚會後的三個星期內舉行。

若有進一步消息，本堂會儘快交代洗禮事宜。 
 
5. 因應政府的防疫措施，以下活動再延期至教會恢復後才舉行，詳情有待稍

後公佈： 

（1）職場計劃啟航禮 

（2）火祝行動  

每月經文(2021 年 3 月份) 

耶和華啊，求祢使我們向祢回轉，我們便得回轉。求祢復新
我們的日子，像古時一樣。 

耶利米哀歌五章 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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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有關記錄每週參與網上崇拜及重溫崇拜的會眾瀏覽次數，數據資料是透過不

同途徑取得，如 YouTube 官網、YouTube Studio 程式等。惟不同資料系統來源存

在著很多差異，在不同時段讀取數據亦有變化，容易造成混淆情況。故本堂現取

消統計每週參與崇拜瀏覽次數。敬希垂注！ 

 

2021 年 2 月 1-28 日崇拜奉獻  合共：300,810.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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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緊記通知教會

跟進及記錄。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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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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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本堂小組聚會、課程、會議、敬拜隊及詩班練詩之場地安排： 

因應現時疫情逐漸放緩，教會除暫未能重啟崇拜聚會(根據第 599G 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外，本堂於 27/2/2021開始，

逐步開放場地予各小組、課程、會議及練詩活動進行。惟必需遵守以下

安排： 

1. 各小組開組時需有所屬區牧在場參與（敬拜隊及詩班練詩除外，但

也需預先向辦公室訂場），故負責訂場的肢體需預先與所屬區牧聯絡

及確認後，並最少於一天前才向辦公室訂場地。 

2. 借用場地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下午及晚上；主日上午及下午 

3. 借用場地包括：禮堂尾、二樓大廳(廚房繼續暫停使用)、四樓大廳 

4. 使用場地人數上限： 

A. 二樓大廳上限 12人 

B. 四樓大廳上限 10人 

C. 禮堂尾上限 20人 

D. 敬拜隊及詩班練詩人數上限 7人 

 

5. 借用場地要求： 

A. 每次進入教會範圍均必需進行防疫程序（包括：量度體溫、填寫

姓名、出席日期、及體溫記錄、並以酒精消毒雙手），不能進食。 

B. 如未洗禮加入本堂者或新來朋友請填寫聯絡電話，以便日後有需

要時跟進及聯絡。 

C. 聚會後必需進行清潔及消毒工作，並還原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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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7 主日崇拜詩歌： 

詩歌：       【全能父上帝】 
版權屬 迎欣出版社 所有 

 
全能父上帝 晝夜掌管天地萬邦 

全能父上帝 晝夜掌管天地一切 

萬國也讚美主 光輝普照在世間 

我要敬拜祂 屈膝稱讚上帝恩 

要讓全地歡騰榮耀主 國度全屬祢 

 

【求引領我心】 
版權屬 迎欣出版社 所有 

 

求引領我心  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 

求引領我心  願為祢傾出心中愛慕 

求引領我心  明白主恩  跟主愛深深結合 

衝開心捆綁  一心愛著祢 

 
【不可能的愛】 
版權屬 角聲使團 所有 

 
不可能 榮耀的主放棄尊貴  寧願為我撇低一切  

為我甘心降世  來讓我得見主光輝 
 

不可能 難道愛能像這樣  祂竟充當被割宰的羔羊  
來以身體獻上 流著血被懸十架上 

 
萬有的主成為活祭  被刺傷的耶穌 太偉大 太美麗 

願這恩典流傳萬載百世  遼闊大愛未能代替 
 

讓我高聲全力頌唱  十架中的榮光 太燦爛 太漂亮 

願我一生全無別的志向  唯盼為祢全然奉上 
 



- 6 - 

 
【得著自由】 

版權屬 Milk&Honey Worship 所有 

十架上祢恩典傾岀  洗去我罪尤 

淚與罪已阻擋不到  此刻的敬拜 

從心 哼出自由的呼喊  祢是我神  永活的神 

全心讚頌祢  願祢導我一生 

 

今我願獻上頌讚  靈𥚃有種愛慕  隨我口呼喊 

今我軟弱與眼淚 恩典中得釋放 

施恩的主配得尊貴  今生只想敬拜上帝 

(施恩的主配得尊貴 一生敬拜) 

 

除去我的軟弱  神讓我得著自由 

今我遇見  我願意  我降服   

最美好的禮物  神為我甘願犧牲  來成就我新生 

 

除去我的軟弱  神讓我得著自由 

今我我遇見 我願意 我尋獲 

最美好的禮物  祢賜我得救新生 

重尋千百樣可能  願神祢導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