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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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 周志豪牧師 腓立比教會的開創

期見證：祈禱生活 

徒 16:25-30 高永雄弟兄 讚美我上主 奔跑不放棄 有了祢異象  

09/01 麥文洵傳道 任差何往 約 17:14-19； 

   20:19-23 

黃玉華姊妹 高唱入雲 我歌頌祢 復興聖潔 同心合意 

16/01 姚添壽牧師 不違天示 耶 1:4-10 李敬端執事 擁戴耶穌為王 讚美上主歌 因著信 堅固保障 

23/01 宋 軍牧師 從這日起 徒 8:1-4 梁寶超弟兄 盡心盡性讚美祂 奔跑不放棄 立志擺上  

30/01 王利民牧師 信靠順服 約 13:34-35 麥文洵傳道 張開我的眼目 我願意給祢 快上路  

06/02 周志豪牧師 信仰實踐起步走： 

代求 

腓 1:1-11 吳國輝弟兄 聖哉三一 蒙恩 主禱文  

13/02 劉卓聰傳道 在限制下仍有所作為 可 2:1-12 麥文洵傳道 主如明亮晨星 平安   

20/02 李慶宏弟兄 不要為明天憂慮 太 6:31-34 馮偉謙弟兄 祢是王 因主的名   

27/02 羅志成牧師 有福的確據．亂世處

平安 

詩 119:165 梁浩楹姊妹 最好的福氣 信心的等待   

06/03 周志豪牧師 我所遭遇的事 腓 1:12-18 吳詠君執事 願祢國度降臨 住在祢裡面   

13/03 徐聯光傳道 動態 train靈 箴 4:23 李敬端執事 因主看顧 逾越   

20/03 麥文洵傳道 跳過信心的巨隙(上) 詩 77:1-20 譚淑賢姊妹 全地至高是我主 誰曾應許   

27/03 蕭壽華牧師 從盼望主再來到殷

勤長進 

彼後 3:3-18 鄺雅萍姊妹 祢是王 十架為我榮耀   

03/04 何敬賢牧師 有理、無理 拿 4:1-11 高永雄弟兄 祢是榮耀君王 信心的等待   

10/04 陳凱欣牧師 跟隨基督的屬靈群體 約 17:6-19 黃玉華姊妹 一首讚美的詩歌 愛我願意 獻上今天  

17/04 周志豪牧師 天國近了 太 4:12-17； 

腓 3:8-12 

麥文洵傳道 主我高舉祢的名 只因愛 窄路  

24/04 劉卓輝牧師 外人？門徒？ 可 4:35-41 麥文洵傳道 這是天父世界 我的平安 神！祢在掌管  

01/05 周志豪牧師 更佳之選：生死去留 腓 1:19-26、3:7-11 吳國輝弟兄 聖潔的祢 我心靈得安寧 全因為祢  



08/05 馮瑞興弟兄 培育與承傳 提後 1:5、3:14-17 黃杏樞執事 萬代君主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15/05 麥文洵傳道 跳過信心的巨隙(下) 詩 77:1-20 梁寶超弟兄 天地讚美 我向祢禱告 從心合一  

22/05 周青水姊妹 人生四千個禮拜 創 2:1-3； 

出 20:8-11 

馮偉謙弟兄 每天每刻獻上為

祢 

奉獻什麼 因著信  

29/05 李慶宏弟兄 關上殿門 瑪 1:6-14 梁浩楹姊妹 獻上頌讚 起初的愛 主禱文  

05/06 麥文洵傳道 思念天上的事 西 2:12、2:20-3:4 吳詠君執事 大祭司 陶造我生命   

12/06 吳振智牧師 勇奪榮冕 提後 4:6-8 陳寶安姊妹 一首讚美的詩歌 誰曾應許 信是繼續前行  

19/06 周志豪牧師 天父醫治 太 9:10-13； 

出 15:26 

譚淑賢姊妹 榮耀歸於真神 如此認識我 數算主恩  

26/06 鍾潔明姑娘 原來 並不是 如此 腓 3:7-11 鄺雅萍姊妹 快樂頌 有一位神 因主看顧  

03/07 李慶宏弟兄 有冇做好呢份工？ 瑪 2:1-9 麥文洵傳道 我的救贖者活著 主活著 因祂活著  

10/07 陳恩明牧師 追光的人 林後 4:4-6 高永雄弟兄 以愛還愛 如鷹展翅上騰 誰曾應許  

17/07 歐偉民博士 更大的祝福 徒 3:1-10 黃穎欣姊妹 因主的名 親眼看見祢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24/07 盧家馼牧師 神愛世人 約 3:16 黃玉華執事 頌讚全能上帝 有一天 只因愛  

31/07 高國雄牧師 回到家裡去 可 5:1-20 黃杏樞執事 平安 更新我心 家  

07/08 黃兆偉牧師 連於基督，體貼聖靈 約 15:1-2、5-8、 

  14:16-17； 

羅 8:5-6 

陳寶安姊妹 全能父上帝 寶貴十架 讓祢大能改變我 神，祢在掌管 

14/08 李慶宏弟兄 一脈相承信有源 羅 4:16-25 鄺雅萍姊妹 神！我愛祢 為何我要歌頌耶

穌 

我歌頌祢  

21/08 羅志強牧師 可喜可樂的曰子 耶 33:1-9、19-21 黃玉華執事 全地至高是我主 讚美之泉 天國在人間  

28/08 周志豪牧師 這麼弱，那麼靭 腓 2:25-30 吳國輝弟兄 敬拜主 恩典的記號 最好的福氣  

04/09 周志豪牧師 為何而活？(What Is 

Living For?) 

腓 3:5-11 吳詠君執事 萬代君主 祂救了我 我只想榮耀祢  

11/09 李柏雄弟兄 再思「祈求、尋找、

叩門」的意思 

太 7:7-8 馮偉謙弟兄 一首讚美的詩歌 讓我感恩 恩主美善愛眷  

18/09 鍾潔明姑娘 記得我們中間的你、

我、他 

腓 4:1-3 譚淑賢姊妹 慈繩愛索 基督的心 誰曾應許  



25/09 麥文洵傳道 禱告-默想神的律法 詩 1:1-6 鄺雅萍姊妹 祢是榮耀君王 耶穌恩友 主禱文  

02/10 周志豪牧師 破繭而出的信仰歷程 腓 3:5-12 陳宗耀執事 榮美恩主 寶貴十架 平安  

09/10 鍾潔明姑娘 「逆」上「亦」樂 腓 4:4-9 麥文洵傳道 慈繩愛索 牽引 我需要有祢在我

生命中 

 

16/10 葉菁華院長 向著標竿直跑 腓 3:12-16 陳寶安姊妹 求引領我心 祢的愛不離不棄 獻給我天上的主  

23/10 蔡志森弟兄 貧窮非因無錢 摩 8:11 黃穎欣姊妹 當轉眼仰望耶穌 十架為我榮耀 更像我恩主  

30/10 楊展東傳道 合一的見證 弗 4:1-6 黃杏樞執事 神是愛 全然歸祢 燃獻生命祭  

06/11 周志豪牧師 站立得穩，面對問題 腓 4:1-7 吳國輝弟兄 坐在寶座上聖潔

羔羊 

如此認識我 我要一生一世住

在祢聖殿 

 

13/11 李柏雄弟兄 誰在風暴之中？ 太 8:23-27； 

   9:35-38 

鄺雅萍姊妹 榮耀歸於真神 十架犧牲的愛 信是繼續前行  

20/11 袁海生牧師 拋好你生命的錨～真

正虔誠的生命 

雅 1:1、2:1、 

   1:26-27、1:21 

高永雄弟兄 祢是我神 不要憂慮 立志擺上  

27/11 麥文洵傳道 聖誕的記號 路 11:27-32 吳詠君執事 聖潔的祢 恩典之路 有了祢異象  

04/12 周志豪牧師 作個豐富的「致謝人」 腓 4:10-20 馮偉謙弟兄 大祭司 我們歡迎君王降

臨 

以愛奉獻  

11/12 鍾潔明姑娘 來吧，一起來...... 詩 146:1、10 楊展東傳道 當讚美聖父 我已找到快樂的

途徑 

活著為耶穌  

18/12 馮兆成牧師 思念 詩 103:11-14； 

腓 4:10-14 

譚淑賢姊妹 歡欣 馬利亞頌歌 幽谷中的盼望  

25/12 李慶宏弟兄 最美名字 來 1:1-4 黃玉華執事 天使初報聖誕佳

音 

普世歡騰 奉獻什麼 新生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