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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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 麥文洵傳道 事奉的根基 創 4:1-8 黃溢聰老師 讓我心靈獻給主 盡情的敬拜 最好的福氣  

12/01 鄭躍培牧師 燃起宣教火 約 1:14 黎譞朗弟兄 頌讚祢Hallelujah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幽谷中的盼望  

19/01 林 傳 道 在那裡見證服侍 約 1:6-8 黃穎欣姊妹 在祢寶座前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

羊 

奇異恩典(除掉

捆鎖) 

 

26/01 周志豪牧師 在那裏試驗他們 出 15:22-26 黎譞忻姊妹 住在祢裡面 有祢愛我 恩典夠用  

02/02 麥文洵傳道 天路歷程 出 15:22-27 李敬端弟兄 永遠敬拜 深刻的愛   

09/02 新春聯合崇拜        

16/02 鍾潔明姑娘 讓你看到「我懂得去

愛」 

太 22:39 朱樂韻姊妹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聖潔主 活出愛  

23/02 孫玉琴師母 過好每一天 雅 4:13-17 梁浩楹姊妹 我要向高山舉目 這裡有榮耀 全能上帝是我

的主我的神 

立志擺上 

02/03 麥文洵傳道 金錢世界 創 14:1-24 李敬端弟兄 榮耀都歸祢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我要一心稱謝祢 煉淨我 

09/03 周志豪牧師 家事分享 西 4:7-18 馮偉謙弟兄 祢是配得 信靠禱告   

16/03 李柏雄弟兄 預苦期思想主的大愛 約 13:1、12-27 黃成滔弟兄 獻上頌讚 因著信 唯獨恩主  

23/03 李慶宏弟兄 真係同路人？ 腓 1:1-11 黃穎怡姊妹 捨尊為我 愛中相遇 從心合一  

30/03 聯合主日崇拜        

06/04 周青水姊妹 萬物都是從祢而來 代上 29:1-22 梁浩楹姊妹 來高聲唱 祢愛永不變 從心合一  

13/04 周志豪牧師 復活的確據 徒 1:1-3 黃穎欣姊妹 我心切切渴慕祢 耶穌我主 天國在人間  

20/04 復活節浸禮主日        

27/04 蔡志森弟兄 愛不是單憑感覺 加 2:22 何耀晉弟兄 連於祢 只需有心 同頌慶主恩典  

04/05 周青水姊妹 十誡的神學教育 出 20:1-21 黎譞忻姊妹 永遠敬拜 十架犧牲的愛 復興的火  

11/05 鍾潔明姑娘 愛，有我份 來 12:5-13 黎譞朗弟兄 禱告 親眼看見祢 主禱文  

18/05 李柏雄弟兄 屬靈爭戰 可 1:14-15、21-28 麥文洵傳道 主我高舉祢的名 別無他名 奇異恩典(不再  



有捆綁) 

25/05 周志豪牧師 提摩太兵團 提前 1:18、6:12 林凱盈姊妹 信靠每一句應許 耶和華以勒 一生不走錯  

01/06 麥文洵傳道 還要逃避到幾時？ 拿 1:1-17 梁浩楹姊妹 將天敞開 在祢寶座前 我們歡迎君王

降臨 

榮耀的呼召 

08/06 梁 煒傳道 使人得釋放的福音 路 4:14-30 黃成滔弟兄 祢是彌賽亞 恩典之路 信靠禱告  

15/06 周志豪牧師 盼望何處尋？ 提前 1:1； 

羅 15:12-13； 

啟 4:1、5:4-6 

朱樂韻姊妹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有一位神 願祢公義降臨 求主給這世代

看見異象 

22/06 湯偉明傳道 你的信仰帶來什麼

影響 

士 11:1-11 麥文洵傳道 神坐著為王 我們呼求   

29/06 聯合主日崇拜        

06/07 麥文洵傳道 為這城敲喪鐘！ 摩 5:1-17 朱樂韻姊妹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能不能 神的帳幕在人間  

13/07 蔡志森弟兄 最大的力量是愛 太 5:43-48 黃穎欣姊妹 耶穌愛你 在耶穌的腳前 永恆唯一的盼望  

20/07 周青水姊妹 Are you ready？ 提後 4:2；彼前 3:15 黃穎怡姊妹 我要一心稱謝祢 誰能使我與神的愛

隔絕 

燃獻生命祭  

27/07 周青水姊妹 P.U.S.H.(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ed) 

太 6:5-8 周青水姊妹 禱告 信靠禱告 奔跑不放棄  

03/08 麥文洵傳道 大魚奇緣 拿 2:1-10 梁浩楹姊妹 每一天 將一生交給祢   

10/08 鍾潔明姑娘 Walkie Talkie~ 申 6:1-9、25 李敬端弟兄 安靜(Be Still) 安靜   

17/08 孫玉琴師母 我必照你的話待你 民 14:26-38 黎譞忻姊妹 靜候恩主 禱告 求主給我這世

代看見異象 

 

24/08 周志豪牧師 祝福的人生 創 32:22-26 林凱盈姊妹 理據有幾千個 平安 能不能 一生愛祢 

31/08 第五周六暫停        

07/09 麥文洵傳道 進入禱告的第一根柱 詩 1:1-6 黎譞忻姊妹 哀歌 以色列的聖者 祢愛永不變 願祢國來臨 

14/09 周志豪牧師 愛的心田要守護 提前 1:5；多 1:15 馮偉謙弟兄 聖潔歸於祢 我們呼求   

21/09 李慶宏弟兄 哪一樣容易呢？ 路 5:17-26 蘇詠茸姊妹 祢成就救恩 求充滿這地 我們愛(讓世界

不一樣) 

 

28/09 聯合主日崇拜        



05/10 麥文洵傳道 進入禱告的第二根柱 詩 2:1-12 李敬端弟兄 這是天父世界 願祢公義建降臨 黑暗終必過去  

12/10 鍾潔明姑娘 極 代下 20:1-22、 

29-30 

陳家謙弟兄 主的喜樂是我力

量 

神啊！祢在那兒？ 我向祢禱告  

19/10 黃杏樞弟兄 猜妒的心，實踐的愛！ 彼前 2:1-2 梁浩楹姊妹 無盡讚嘆 展開清晨的翅膀 誰曾應許  

26/10 羅志成牧師 見証‧服事 

信仰的挑戰 

但 1:1-21 黃穎欣姊妹 祢是配得 世界變 差遣我  

02/11 麥文洵傳道 禱告與人生故事 詩篇 3:1-8 朱樂韻姊妹 神的帳幕在人間 垂絲柳樹下 我們都是這樣

靠主走過的 

 

09/11 黎健聰傳道 這些事以後 約 6:1-15 中聖教會敬拜隊 禱告 世代的禱告 不再被奴役  

16/11 89 周年堂慶        

23/11 梁健華傳道 耶穌！你去咗邊？ 詩 13:1-4 梁浩楹姊妹 耶和華坐著為王 親眼看見祢 等候耶和華的人  

30/11 大專職青營        

07/12 麥文洵傳道 晚禱 詩 4:1-8 周青水姊妹 恩典正澆灌 我有這喜樂 在祢手中  

14/12 李慶宏弟兄 最後醫病事件簿 路 22:47-53 李敬端弟兄 容我寧靜 雲上太陽 在地若天  

21/12 周志豪牧師 他被稱為拿撒勒人 太 2:16-23、 

提前 3:16 

馮偉謙弟兄 全地至高是我主 每天的禱告 Christmas is a 

time 

 

28/12 聯合主日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