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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金句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3 節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
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
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報告：
1.

歡迎主內肢體及慕道朋友參加泉福堂聚會，若有代禱需要，
或欲參加教會其他聚會，請用二維碼/崇拜回應連結表達意
願，教會將有同工與閣下聯絡。鼓勵弟兄姊妹準時出席崇
拜，一起建立教會良好的敬拜氣氛。

2.

8-9/10 崇拜預告：講員：張寅弟兄，主題：瞎子摸象(二)，經
文：撒母耳記上 3:1-10。

3.

8/10 YOWorship 青少年崇拜預告：講員：胡珮君傳道，主
題：王者榮耀，經文：出埃及記 3：1-17，4：1-5。

4.

9/10 Still Worship 大專初職崇拜預告：十月主題：前途，講
員：容建昌牧師，講題：前途 2：有目的，有意義地走過艱難
的日子，經文：創世記 45：1-11。

5.

多謝驢爸爸蒞臨，分享他的事工，願主祝福他在香港與家人
及弟兄姊妹有美好的交往，與及往後事奉的宣教路。

6.

歡迎播道神學院道學碩士楊皓青弟兄從 1/10 開始成為本堂傳
道，請為他在教會的適應代禱，求主大大使用他在教會有美
好的事奉。

7.

祈禱會：將於 7/10 (週五) 7:30pm 在 805 室舉行，主題：《為
兒童及兒童事工需要》，內容：敬拜、分組代禱。
*備註：今次為實體聚會及以 ZOOM 形式同步進行。
加入 Zoom 會議 ID：869 9590 1679 密碼：704976

8.

9.

兒童疫苗通行證 ：由 30/9 起， 5 至 11 歲兒童進入教會須
已接種防疫針，或已得到由政府發出豁免證明文件。詳情請
家長留意 Awana 群組內發佈最新的消息或教會網頁。
泉福書社 (Spring Book Club)：第三講將於 2/10 (主日)
2:00pm 在教會禮堂舉行，請來一起探討如何貼地的活出我們
的信仰。未有閱讀的也歡迎，請來一起探討如何貼地的活出
我們的信仰。我們會硏究 Jonathan Haidt’s book The Righteous
Mind –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海
德特著: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
好人為何與好人爭抝? 我們都相信【善】的事物，例如愛，公
義，自由，和平，喜悅，忠誠， 尊重， 聖潔，仁慈等。那
麼，為什麼我們仍然經常爭抝得如此激烈? 甚至認為是正邪之
爭，以致誓不兩立，必需鬥個你死我活?我們的信仰對此又有
甚麼啟示?

教會及肢體代禱暨感恩：
1. 10 月 1 日為國慶日, 記念國家及人民生活都能得温飽、幸福、
平安、太平; 禱告主, 國家與香港可以透過彼此尊重、支持、
相愛的精神建立關係。亦為政府的領導人祈禱, 求主感動在上
的, 以愛民、敬畏神的心治理國家。更為神州大地的福音工作
祈禱, 願主得着億萬人的心。
2. 會友陳燮宇弟兄(Beth 團契 Angus 之父親)， 於 24/9 安息主
懷，安息禮將於 10/10 (週一)3:00pm 在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教
堂舉行，隨即奉移靈柩前往哥連臣角火葬埸進行火葬禮。願
主安慰家人及保守安息禮之籌備。
3. 會友周文興弟兄(家長團周綺媚 May 姊妹之父親)，於 17/9 安
息主懷，安息禮將於 11/10(週二)3:00pm 在尤德醫院永寧軒舉
行，隨即奉移靈柩前往哥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葬禮。願主安
慰家人及保守安息禮之籌備。
4. 請記念本堂懷孕姊妹： Holos 團友 Celia 黎詩雅姊妹(3 月)。

第 26 期 103 基礎信仰班
第 26 期 103 基礎信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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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崇拜奉獻
2022 年 9 月
常費基金
感恩
宣教基金
建堂基金
慈惠基金

本週奉獻
HK$200,603.50
HK$3,300.00
HK$1,500.00
HK$0.00
HK$0.00

本月奉獻累積
HK$753,669.50
HK$25,200.00
HK$20,400.00
HK$3,500.00
HK$2,900.00

截至本月累積(由 01/04/2022 起)
HK$5,455,635.20
HK$182,385.00
HK$147,104.00
HK$46,050.00
HK$176,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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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3 人 週六 8 人 週六 8 人
46 人
38 人
/
23 人
/
/
73 人
/
週三 6 人 主日 22 人 主日 8 人
73 人
週五 /

Eirene

37 人

祈禱會
/

1/10/2022 週六 2:00pm
【敬拜者的心】詩集：敬拜者的心，5
1.

此刻已沒有不快樂 亦沒有眼淚與悲傷
今將一切都已經卸下 在此刻專心親祢

2.

舉起雙手來到祢面前 齊稱呼主阿爸天父
開口宣稱我主偉大 在此刻得到釋放



是敬拜者的心 不再恐懼
靠著敬拜的主角高聲歡唱
願我眾一心尊主聖名 盡性也盡意
齊獻上馨香的歌韻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詩集：敬拜者十五周年 2CD-1，10
在這片乾旱土地 沒有豐足的收穫
願祢察看施憐憫 賜春雨滋潤大地
是祢永看顧的恩義 叫我眾永不驚惶
現我以信心回應 獻上迫切的禱告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藉已成就的禱告 讓我開始認識主大能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像戰士激發熱心
顯明祢是獨一的主 是祢永遠作王

【寶貴十架】[國語] 詩集：讚美之泉 11 - 寶貴十架、似乎在天堂，29
主耶穌 我感謝祢 祢的身體 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 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 我感謝祢 祢的寶血 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 醫治恩典湧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 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差遣我】[國語] 詩集：讚美之泉 GLOW 系列 1 - 差遣我，6
主 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 帶希望入人群中
主 告訴我如何付上我的關懷 將溫暖帶入世界
※

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 孤獨中人的心在角落顫抖



差遣我 差遣我 我願付出我所有 差遣我到需要祢的人群中
充滿我 充滿我 用祢愛來充滿我 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1/10/2022 週六 3:15pm & 5:30pm 及
2/10/2022 主日崇拜詩歌
【主賜我異象】We have a vision – Charles Falson
主賜我異象 來委身香港 主叫我看見 靈風在吹
主叫我聽見 人心的呼喚 憑信望愛 復興要降到這地
 我願眾膝歸降 齊來敬拜主 我願眾口讚祂為生命主
以禱告打開天庫 讓聖靈膏抹到
叫主美好旨意成就在這地

【來吧屈膝】
【We fall down】Chris TOMLIN
來吧屈膝 放下冠冕 在耶穌的跟前
無盡深恩 大愛寬恕 在耶穌的跟前
 齊呼 聖哉 聖哉 聖哉 (x3) 神羔羊
We fall down, we lay our crowns at the feet of Jesus
The greatness of mercy and love at the feet of Jesus


And we cry Holy Holy Holy (x3) Is the Lamb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玻璃海, 曲、詞：方文聰
主 祢是我亮光 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 祢是尊貴 祢是可畏 是我的高臺
主 祢是我牧者 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 祢是拯救 祢是寬恕 是我的盾牌
※ 抬頭吧 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 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獲釋放 祢國要彰顯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 順服祢訓示 盡情地 獻上作活祭

【獻給我天上的主】TW 霍志鵬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 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祟揚都一一歸給祢 主祢是徫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 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頌讚
為祢我獻作活祭 讓我永化作活祭

【差遣我】[國語] 詩集：讚美之泉 GLOW 系列 1 - 差遣我，6
主 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 帶希望入人群中
主 告訴我如何付上我的關懷 將溫暖帶入世界
※

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 孤獨中人的心在角落顫抖



差遣我 差遣我 我願付出我所有 差遣我到需要祢的人群中
充滿我 充滿我 用祢愛來充滿我 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