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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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 麥文洵傳道 崇拜快樂秘笈(上) 詩122:1-4上 劉彥嫻姊妹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投靠 讓我感恩  

09/01 周青水姊妹 給十年後的你： 

當初堅持還在嗎？ 
彼後1:5-11 何耀晉弟兄 容我寧靜 誰曾應許 神的帳幕在人間  

16/01 周志豪牧師 彼得人生的突破 徒12:17； 

彼前4:12-13 

李敬端執事 求引領我心 讓祢大能改變我 求主賜復興之火  

23/01 李慶宏弟兄 唔考試得唔得？ 彼前1:6-7 黃穎欣姊妹 盡情的敬拜 投靠 求  

30/01 聯合主日        

06/02 麥文洵傳道 崇拜快樂秘笈(下) 詩122:4下-9 朱樂韻姊妹 要吶喊要頌揚 投靠 至死忠心  

13/02 年初二        

20/02 鍾潔明姑娘 耶和華賜福給你 民6:24-27 梁浩楹姊妹 願天歡喜 我心屬於祢 每一天我需要祢  

27/02 羅志成牧師 彛主愛 童 哀2:19 馮偉謙弟兄 全然向祢 復興聖潔   

06/03 麥文洵傳道 真理是甚麼？(上) 約18:38上 林凱盈姊妹 無言的讚頌 緊緊抓住祢   

13/03 蔡志森弟兄 逆境秘笈 腓4:12-13 黎譞忻姊妹 願祢公義降臨 呼喚 信靠禱告  

20/03 周志豪牧師 親眼見過主的威榮 彼後1:16-18 陳智業弟兄 祢是王 靜候恩主 快上路  

27/03 劉彥嫻姊妹 律法是難行？ 申30:11-14 李敬端執事 牧我一生 一生不走錯   

03/04 復活節洗禮        

10/04 孫玉琴師母 與「絕對」共舞 詩13:1-6 黃穎怡姊妹 直到地老天荒 主是安息港 主愛大能  

17/04 周青水姊妹 和我一起……到最後 太26:36-46 梁浩楹姊妹 願天歡喜、主的

喜樂是我力量、 

將天敞開 

我願意為祢   

24/04 梁健華傳道 大唔透 來5:13-14 黃穎欣姊妹 日日夜夜、祢是 

配得 

燃獻生命祭   

01/05 麥文洵傳道 真理是甚麼？(實踐篇) 約18:38上 黃成滔弟兄 得著自由 一根剌   



08/05 周志豪牧師 絕不簡單的救恩 彼前1:10-12 黎譞朗弟兄 如鹿的心 唯獨恩主 呼求耶穌  

15/05 李柏雄弟兄 約瑟的彩衣，是禍？ 

是福？ 
創45:8；50:20 李敬端執事 至聖恩主 主禱文 一生將主愛實行  

22/05 鍾潔明姑娘 與別不同 彼前1:15-16； 

撒上2:11、18、26 
馮偉謙弟兄 唯有耶穌 親眼看見祢 奔跑不放棄  

29/05 聯合主日        

05/06 麥文洵傳道 I Will Follow Him 可3:13-15 蘇詠茸姊妹 萬代君主 主祢是我力量 一生不走錯  

12/06 李慶宏弟兄 石頭說石頭 彼前2:4-8 黎譞忻姊妹 求主給這世代看 

見異象/ 

一切盡變美好 

禱告 呼喊  

19/06 周志豪牧師 天父的心 路15:11-32 梁浩楹姊妹 祢今在 神大愛 信心的等待  

26/06 湯偉明傳道 獻「乜」先最好 摩5:18-24 朱樂韻姊妹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願祢公義降臨 黑暗終必過去  

03/07 麥文洵傳道 躺平有時 路13:10-17 何耀晉弟兄 活著因祢愛 讓我報答恩主 連於祢  

10/07 黃杏樞執事 勇敢面對，不作叛 

徒！ 
太26:20-25 黎譞朗弟兄 恩典夠我用 豐盛的應許 願祢國度降臨  

17/07 周青水姊妹 R.I.P 啟21:4 李敬端執事 祢是神 在祢榮耀中 心曲  

24/07 周志豪牧師 我們是誰？ 彼前2:9-10； 

出19:5-6； 

賽43:19-21 

黃穎欣姊妹 我們成為一家人 從心合一 求主給這世代看

見異象 

 

31/07 聯合主日        

07/08 麥文洵傳道 We will follow Him 可3:13-19 陳智業弟兄 曠野甘霖 靠著耶穌得勝   

14/08 周青水姊妹 管教之因時制宜 來12:11-13 馮偉謙弟兄 無聲頌 不再憂慮   

21/08 蔡志森弟兄 當人生不似預期 傳9:11-12 梁浩楹姊妹 侍立讚美 十架犧牲的愛 何等恩典  

28/08 聯合主日        

04/09 麥文洵傳道 讓窮人心不窮 路16:19-31 林凱盈姊妹 無聲頌 世界最美的聲音 最美好盡力愛你  

11/09 周志豪牧師 迷路與靈魂的牧人 彼前2:25；詩23:1 黎譞忻姊妹 永遠敬拜 遮蓋我 祢的恩典夠用  

18/09 孫玉琴師母 樑木與刺 太7:1-5 李敬端執事 願祢國來臨 為愛和合一禱告   



25/09 周以心傳道 神瞳仁中的同人 太15:19-20、 

19:3-6；路 19:10 

朱樂韻姊妹 無言的讚頌 尋回起初的愛 立志擺上  

02/10 麥文洵傳道 讓富人心亦富 路16:19-31 黃穎怡姊妹 神祢名尊貴 深刻的愛 神的孩子  

09/10 李慶宏弟兄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瑪1:1-5 黎譞朗弟兄 容我寧靜 注目看耶穌 凡事都能做  

16/10 周志豪牧師 「主恩的滋味」多

重體嚐 

詩34:8-11； 

彼前2:2-3 

梁浩楹姊妹 將天敞開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恩典太美麗  

23/10 鍾潔明姑娘 逼近 到 永遠 彼前4:7-11 黃穎欣姊妹 在耶穌的腳前 我要一心稱謝祢 榮耀的呼召  

30/10 聯合主日        

06/11 麥文洵傳道 教會會否「執笠」？ 可12:13-13:2 黃成滔弟兄 離了祢，我不能

做甚麼 

我向祢禱告   

13/11 李柏雄弟兄 生涯規劃vs尋求召命 

--再思約瑟的生平 

創45:8、50:20 李敬端執事 世界變 我要一心稱謝祢 因著信  

20/11 91周年堂慶        

27/11 鍾潔明姑娘 到那時 路2:25-32、36-38 馮偉謙弟兄 獻給我天上的主 每一天我需要祢   

04/12 麥文洵傳道 教會如何永續？  可12:13-13:2 蘇詠茸姊妹 基督，萬有之主

宰 

我要歡唱 信心的等待  

11/12 黎健聰傳道 放手與否‧總有恩手 出2:1-10 黎譞忻姊妹 讚頌敬拜 全新的你 我向祢禱告  

18/12 周青水姊妹 天使．老人．少女 路1:5-38 陳家謙弟兄 重建大衛的帳幕 煉淨我 無可取替  

25/12 周志豪牧師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 

：基督教根基 

太1:18-25 朱樂韻姊妹 普世歡騰 是為了愛 Christmas is a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