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主日崇拜講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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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 周志豪牧師 大憐憫 彼前 1:3-5； 

路 5:4-11 

高永雄弟兄 歡欣 十架的冠冕 主禱文  

10/01 劉卓聰傳道 在不確定下等候神 徒 1:6-9、13:1-3 麥文洵傳道 在地若天 請差遣我 呼喊  

17/01 周志豪牧師 彼得人生的突破 徒 12:17； 

彼前 5:13 

黎柏添弟兄 祢是神 奇妙的愛 全獻在壇上  

24/01 金書亞牧師 困境中突破 徒 11:19-26 梁寶超弟兄 全地至高是我主 最好的福氣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31/01 李慶宏弟兄 樂以忘憂 彼前 1:6-7 周青水姊妹 愛喜樂生命 復興之火 快上路  

07/02 姚添壽牧師 鼓舞我心 來 12:1-3 陳寶安姊妹 每個清晨 主如明亮晨星 活出愛  

14/02 麥文洵傳道 你的名字，你的姓氏 彼前 1:1-2 黃玉華姊妹 歡欣 神大愛 有了祢異象  

21/02 鍾潔明姑娘 耶和華賜福給你 民 6:24-27 譚淑賢姊妹 主信實無變 耶和華是愛 慈繩愛索  

28/02 羅志成牧師 主愛童心 哀 2:19 吳詠君執事 除祢以外 榮美恩主 以愛還愛  

07/03 周志豪牧師 說不出來的大喜樂 彼前 1:8-9； 

彼後 1:16-18 

麥文洵傳道 是祢最重要 聽命勝於獻祭   

14/03 蔡志森弟兄 逆境秘笈 腓 4:12-13 劉彥嫻姊妹 祢是彌賽亞 尋求祢的面 凡事都能做  

21/03 李柏雄弟兄 聖靈降臨和教會的

四重職事 

徒 2：1-4、38-47 李敬端執事 賜我自由 讓祢大能改變我   

28/03 麥文洵傳道 在分散與寄居時 彼前 1:1-2 鄺雅萍姊妹 神！我愛祢 古舊十架 因祂活著  

04/04 周志豪牧師 受苦與榮耀之間 彼前 5:1-4 吳詠君執事 大祭司 基督今復活   

11/04 李慶宏弟兄 蝦仔快高長大囉 彼前 2:1-3 麥文洵傳道 主如明亮晨星 黑暗終必過去 神啊！祢在那

兒？ 

 

18/04 李柏雄弟兄 從拚命「抓住」到全

然交託──雅各的

靈命覺醒 

創 28:10-17、 

   32:22-26 

陳寶安姊妹 除祢以外 耶和華是愛 恩典夠用  

25/04 劉卓輝牧師 彩虹之約 創 9:8-17 梁寶超弟兄 天地讚美 祢是我神 主禱文  



02/05 周志豪牧師 與時空長廊裡的救

恩相遇 

彼前 1:10-12 黎柏添執事 祢真偉大 愛我的天父 快樂人  

09/05 邱靄權長老 雅比斯的母親 代上 4:9-10 黃杏樞執事 祢讓我生命改變 祢的愛不離不棄 傾出愛  

16/05 鍾潔明姑娘 願你平安 撒上 1:16-17； 

彼前 5:7 

譚淑賢姊妹 天地讚美 平安 恩典太美麗  

23/05 劉彥嫻神學生 秘密門徒 約 19:38-42 黃玉華姊妹 頌讚全能上帝 祢的愛 信是繼續前行  

30/05 周青水姊妹 致一直還在堅持的

人 

彼前 4:7-8； 

太 26:36-46 

李敬端執事 至聖恩主 主禱文 一生將主愛實行  

06/06 李柏雄弟兄 從約瑟與兄弟復和看

創世記的主要信息 

創 45:8、50:20 吳國輝弟兄 能不能 十架犧牲的愛 以愛還愛  

13/06 李慶宏弟兄 石頭教室 彼前 2:4-8 馮偉謙弟兄 聖潔的祢 注目看耶穌 求主給這世代看

見異象 

 

20/06 梁健華傳道 為父的心 瑪 4:5-6 高永雄弟兄 全能父上帝 主給我子女名份 一生不枉過  

27/06 何敬賢牧師 奮戰的生命 提前 1:18-20 鄺雅萍姊妹 祢是榮耀君王 活著為耶穌 信徒如同精兵  

04/07 周志豪牧師 天父的心 路 15:11-32 高永雄弟兄 耶和華神已掌權 奇異恩典/不再

捆綁 

我願意給祢  

11/07 歐偉民博士 今天救恩到了這家 路 19:1-10 黃玉華姊妹 獻上頌讚 只有祢永恆的主 耶和華以勒  

18/07 盧家馼牧師 屬靈生命的成長 帖前 5:16-18； 

提前 1:5 

麥文洵傳道 恩典太美麗 耶穌恩友 誰曾應許  

25/07 麥文洵傳道 躺平有時 路 13:10-17 梁寶超弟兄 最好的福氣 如此認識我 平安  

01/08 周志豪牧師 我們是誰？ 彼前 2:9-10； 

出 19:5-6； 

賽 43:19-21 

黃杏樞執事 宣告 平安 三一聖臨  

08/08 麥文洵傳道 來跟從我 可 3:13-19 吳國輝弟兄 除祢以外 愛，我願意 立志擺上  

15/08 李慶宏弟兄 移民，異民，爾民 彼前 2:11-12 譚淑賢姊妹 榮耀歸於真神 慈繩愛索 堅定相信  

22/08 黃兆偉牧師 心存盼望，尊主為聖 彼前 3:13-18 黃玉華姊妹 耶穌我恩主 神！祢在掌管 主禱文  

29/08 麥文洵傳道 為義受苦 彼前 3:13-17 李敬端執事 歡欣 先求祂的國 清心禱告  

05/09 周志豪牧師 幸福在(誰)手中 彼前 2:18-25、3:9 陳寶安姊妹 祢是神 尋求祢的臉 信是繼續前行  



12/09 蔡志森弟兄 蒙召與職事 彼前 2:9； 

弗 4:1-3、11-13 

馮偉謙弟兄 全然向祢 復興聖潔 天國在人間  

19/09 李耀華弟兄 風暴 徒 27:1-2、18-20 吳詠君執事 原是祢恩惠 讚頌祢的愛 最美好的仗  

26/09 周青水姊妹 婚姻是一場太陽雨 彼前 3:1-7 鄺雅萍姊妹 榮耀歸於真神 每一天 祢的信實廣大  

03/10 周志豪牧師 迷失與歸回 彼前 2:24-25； 

創 37:15-16 

高永雄弟兄 耶和華，求祢臨

近 

十架的冠冕 今天可以不一樣  

10/10 李慶宏弟兄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瑪 1:1-5 麥文洵傳道 愛的旨意 谷中百合花 謝謝我主  

17/10 陳凱欣牧師 作主門徒：在主身

邊、被主差遣 

可 3:14 黃玉華姊妹 讓讚美飛揚 恩主美善愛眷 最美好...盡力

愛祢 

 

24/10 鍾潔明姑娘 逼近 到 永遠 彼前 4:7-11 梁寶超弟兄 如鹿的心 親眼看見祢 信是繼續前行  

31/10 鄭以心牧師 扭轉乾坤的要素 太 5:17-18； 

羅 1:17；弗 2:8-9；

徒 4:12；啟 4:11 

梁浩楹姊妹 天地讚美 生命的曙光 神是我這生供應

者 

立志擺上 

07/11 周志豪牧師 裝瘋者的信仰內涵 詩 34:1-2、8-10；

彼前 2:2-3 

吳國輝弟兄 頌讚全能上帝 深深愛祢 古舊十架  

14/11 馮瑞興弟兄 謙卑順服，謹守警醒 彼前 5:1-11 馮偉謙弟兄 因主的名 活著為要敬拜祢 心仍在跳  

21/11 梁國權老師 為教會感恩 西 1:3-8 吳詠君執事 全地至高是我主 至高尊貴的祢 信是繼續前行  

28/11 鍾潔明姑娘 到那時 路 2:25-32、36-38 李敬端執事 真光普照 以馬內利來臨 君尊重臨地上  

05/12 周志豪牧師 順服、憂慮、交託、

抵擋 

彼前 5:5-14 陳寶安姊妹 天地讚美 主禱文 靜候恩主  

12/12 劉卓輝牧師 大使命的迷思 太 28:1-20 黃杏樞執事 耶和華，求祢臨

近 

在祢寶座前 我還缺乏甚麼  

19/12 麥文洵傳道 我心尊主為大 路 1:46-55 譚淑賢姊妹 榮耀歸於真神 有福的確據 恩典太美麗  

26/12 李慶宏弟兄 王在哪裡？ 太 2:1-12 鄺雅萍姊妹 齊來崇拜歌 小伯利恆 新生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