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週六崇拜講道、經文、詩歌總表 
 

日期 講員 講題 經文 領唱 詩歌 1 詩歌 2 詩歌 3 詩歌 4 

06/01 麥文洵傳道 這個事奉不浪漫 賽 6:1-13 中聖書院老師 讚主大愛 祢讓我生命改變 呼求耶穌  

13/01 馬保羅牧師 我們身上流著宣教

的血液 

約 20:21 黃穎欣姊妹 聖潔歸於祢 在祢跟前 榮耀的呼召  

20/01 林世烽傳道 陪著你走 路 24:13-35 梁浩楹姊妹 祢是王 我神真偉大 寶貴十架 這世代要呼求祢 

27/01 麥文洵傳道 宣教是甚麼？ 羅 12:1 李敬端弟兄 萬代君主 祢是配得 心曲  

03/02 周志豪牧師 借錢梗要還，咪俾錢

中介 

太 18:21-35 朱樂韻姊妹 我們歡迎君主降

臨 

垂絲柳樹下 恩典之路  

10/02 鍾潔明姑娘 想起你 羅 16:16 黎譞忻姊妹 注目看耶穌 只因愛 合而為一  

17/02 新春聯合崇拜        

24/02 張潔賢姊妹 戰士的禮物 士 16:1-31 馮偉謙弟兄 求引領我心 主禱文   

03/03 周青水姊妹 神經系統 提後 3:1-17 麥文洵傳道 慈繩愛索 牽引 我需要有祢在

我生命中 

 

10/03 麥文洵傳道 神真在我們中間 林前 14:23-25 李敬端弟兄 敬拜上帝 獻上頌讚 恩典夠用 神大愛 

17/03 湯偉明傳道 你能堅持嗎？ 啟 2:8-11 梁浩楹姊妹 頌讚祢Hallelujah 祢是彌賽亞 神大愛  

24/03 黃杏樞弟兄 如何面對明天 雅 4:13-15 黃穎欣姊妹 直到地老天荒 深觸我心 祢是我神  

31/03 聖餐暨復活節

浸禮聯合崇拜 

       

07/04 李慶宏傳道 這樣的愛 羅 8:31-39 朱樂韻姊妹 讚美之泉 誰能使我與神的愛

隔絕 

一生不走錯 生命的歌 

14/04 麥文洵傳道 彼此勸勉的群體 羅 12:1 黎譞忻姊妹 能不能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

祢聖殿 

從心合一  

21/04 羅志成牧師 沒有人走的路，變得

不再一樣！ 

創 45:5-8 馮偉謙弟兄 聖潔的祢 天國在人間   

28/04 聯合崇拜        



05/05 周志豪牧師 我們不一樣(蒙愛) 彌 7:18-20 校園宣教士 同頌慶主恩典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

導我 

只有祝福 請差遣我 

12/05 周青水姊妹 原力覺醒 箴 4:3 李敬端弟兄 一首讚美的詩歌 我要歡唱 愛在軟弱中盛放  

19/05 李慶宏傳道 為什麼論斷？ 羅 2:1-5、14:10-13 梁浩楹姊妹 在這裡 君王就在這裡 每一天我需要祢  

26/05 鍾潔明姑娘 伴行苦路，樂賜恩福 羅 8:26-30 黃穎欣姊妹 靜候恩主 願祢降臨 我們呼求  

02/06 李慶宏傳道 從 A到 J 羅 5:14-19 黃穎怡姊妹 天地讚美 展開清晨的翅膀 這是什麼道理  

09/06 羅瑞蘭老師 成長思維 太 25:14-29 朱樂韻姊妹 將天敞開 憑據 傾倒  

16/06 周志豪牧師 敬虔的父親 伯 1:1-5 黎譞忻姊妹 獻上頌讚 謝謝祢 家  

23/06 周青水姊妹 不能隔絕的愛 羅 8:31-39 馮偉謙弟兄 能不能 只因愛   

30/06 第五周六        

07/07 麥文洵傳道 有耳可聽，就應當聽 路 3:1-14 周青水姊妹 詩歌 一生不走錯   

14/07 李慶宏傳道 一份禮物，三種祝福 羅 5:1-2 李敬端弟兄 無言的讚頌 在祢榮耀中 煉淨我  

21/07 麥文洵傳道 跟耶穌，跟到底 太 9:9-13 林凱盈姊妹 慈愛不放開 深刻的愛 一生愛你  

28/07 聯合崇拜        

04/08 周志豪牧師 如同見了神的面 創 33:1-10 梁浩楹姊妹 我要向高山舉目 連於祢 立志擺上  

11/08 李慶宏傳道 從有難到有救！ 羅 5:3-5 黃穎欣姊妹 我的救贖者活著 耶穌的名 幽谷中的盼望  

18/08 鍾潔明姑娘 同作平民之不當法官 羅 14:1-12 黎譞朗弟兄 除祢以外 信心的等待 主愛大能  

25/08 陳煜丹老師 公平咩！ 拿 4:10-11 黃穎怡姊妹 配得頌揚 唯獨祢 唯獨恩主  

01/09 周志豪牧師 十架事件 太 27:33-44 精兵 恩典之路 親眼看見祢 與祢更靠近  

08/09 鍾潔明姑娘 接納而來的祝福與

盼望 

羅 15:1-13 麥文洵傳道 同心皆向至高者

讚美 

親眼看見祢 恩典夠我用  

15/09 孫玉琴師母 不可不知 民 14:26-38 馮偉謙弟兄 求引領我心 獻上頌讚 我需要有祢在

我生命中 

 

22/09 蔡志森弟兄 順服又抗命的群體 羅 13:1-7 朱樂韻姊妹 榮美恩主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

和華 

求祢以真理和

愛引導我 

 

29/09 聯合崇拜        

06/10 李慶宏傳道 擇主而事 羅 6:11-18 李敬端弟兄 清心敬拜 安靜 從沒有放棄  



13/10 鍾潔明姑娘 靠主得堅固 羅 16:17-20、25-27 黃穎欣姊妹 祢是我的神 誰曾應許 我只想榮耀祢  

20/10 陳煜丹老師 起來吧！ 約 5:8-9 梁浩楹姊妹 清心的人可得見

恩主 

能不能 一生愛祢  

27/10 李慶宏傳道 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 8:12-17 林凱盈姊妹 神祢名尊貴 安靜 不變的應許  

03/11 周青水姊妹 罪魁是我 提前 1:12-17 麥文洵傳道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 尋求神的臉 詩 51 篇 復興聖潔 

10/11 劉卓輝牧師 平凡中的不平凡 出 2:23-3:10 芥菜籽組 這是天父世界 心仍在跳 讓的感恩  

17/11 88 周年堂慶        

24/11 黃德潔姑娘 至 CHUR 型人格 路 22:31-34 芥菜籽組 獻上頌讚 有一位神 一點小信心  

01/12 周志豪牧師 厄運與現實中的信仰 伯 1:13-22 黃穎欣姊妹 我要一心稱謝祢 如此認識我 交託祢  

08/12 鍾潔明姑娘 小得很重要 太 25:40 梁浩楹姊妹 耶穌的名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每一天  

15/12 麥文洵傳道 問世間，情是何物？ 約 8:1-9 黎譞朗弟兄 無言的讚頌 安靜 如鷹展翅上騰  

22/12 李慶宏傳道 聖誕，真快樂 羅 16:25-27 李敬端弟兄 齊來崇拜 榮耀歸與永生王 Christmas is a 

time 

 

29/12 聯合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