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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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 麥文洵傳道 愛人不可虛假 羅12:9 周青水姊妹 主禱文 我在這裡 請差遣我  

09/01 周志豪牧師 耶穌基督受洗：上

帝的愛子 

太3:13-17 麥文洵傳道 最美麗的名字是

耶穌 

安穩在主裡 每天每刻獻上為

祢 

 

15/01 周以心傳道 離鄉與歸家 賽35:4-7、1 李敬端執事 牧我一生 以感恩為祭 堅固保障  

22/01 麥文洵傳道

李敬端執事 

還欠甚麼？ 可10:17-27 梁浩楹姊妹 重建大衞的帳幕 寶貴十架 世界變  

29/01 聯合主日        

05/02 周青水姊妹 係愛呀哈利 腓2:1-5 林凱盈姊妹 耶和華要保護你 主禱文   

12/02 周志豪牧師 窄路(2)：耶穌基督

受試探 

太4:1-11； 

來4:14-16 

黎譞忻姊妹 登我主的聖山 當我已無力祈禱 如飛的一生  

19/02 李慶宏弟兄 不要為明天憂慮 太6:31-34 黃穎欣姊妹 我要向高山舉目 主禱文   

26/02 周青水姊妹 留一天與你喘息 出20:8-11 李敬端執事 這是天父世界 我心靈得安寧   

05/03 麥文洵傳道 在起落中的喜樂 腓4:4-10 陳智業弟兄 安靜 尋求神的臉   

12/03 徐聯光傳道 “Unlearning”to 

learn-反學習 

羅12:2 周青水姊妹 記號 最美好的仗   

19/03 梁 煒傳道 靠主喜樂 腓4:10-13 黃成滔弟兄 數算恩典 榮雨降下   

26/03 蔡志森弟兄 時勢艱難．更要警

醒 
太26:36-41 黎譞朗弟兄 我以禱告來到祢

跟前 

願你平安   

02/04 麥文洵傳道 跳過信心的巨隙(上) 詩77:1-20 黃穎怡姊妹 奇異恩典 保守我心   

09/04 周志豪牧師 天國近了 太4:12-17 李敬端執事 我要一生一世住

在祢聖殿 

神！祢在掌管   

16/04 復活節主日        

23/04 黎健聰傳道 佢以性命來做證 太8:5-13 陳家謙弟兄 一首讚美的詩歌 主信實無變 住在祢裡面 以愛還愛 

30/04 聯合主日        

07/05 麥文洵傳道 跳過信心的巨隙(下) 詩77:1-20 黎譞忻姊妹 耶和華以勒 慈繩愛索 竭誠獻上  



14/05 歐寶文牧師 大祭司的禱告 約17:20-26 梁浩楹姊妹 超乎一切 何等恩典 復興聖潔  

21/05 周志豪牧師 窄路(4)：主耶穌醫

治 
太9:9-13 黃穎欣姊妹 萬代君主 In His Time 求將一生獻上  

28/05 第五主日        

04/06 麥文洵傳道 面對你的歌利亞 撒上17:42-49 朱樂韻姊妹 祢今在 獻上頌讚 投靠  

11/06 湯偉明傳道 俾啲掙扎 帖前5:12-28 李泓鋒弟兄 我要一生一世住

在祢聖殿 

願盡我一生 一生的恩惠  

18/06 麥文洵傳道 拉動你的甩石機 撒上17:42-49 馮偉謙弟兄 祢是我神 願祢用愛吸引我   

25/06 鍾潔明姑娘 原來 並不是 如此 腓3:7-11 黎譞朗弟兄 生命在於祢 主恩遍地 沙漠中的讚美  

02/07 劉彥嫻姊妹 原來如此 徒5:1-11 黃成滔弟兄 得著自由 平安的約   

09/07 陳恩明牧師 作貴重的器皿 提後2:19-21 周青水姊妹 天天歌唱 同行 榮耀的呼召  

16/07 黃杏樞執事 面對紅海時 出14:13-15 陳家謙弟兄 應當記念 靜候恩主 憑信跨過  

23/07 周青水姊妹 活出意義來 路22:31-34、61-62 陳智業弟兄 一首讚美的詩歌 親愛的聖靈 投靠  

30/07 聯合主日        

06/08 麥文洵傳道 為你感謝神 羅1:8-10 梁浩楹姊妹 願主為王 侍立讚美 黑暗終必過去  

13/08 麥文洵傳道 同路極珍貴 羅1:11-15 馮偉謙弟兄 至高尊貴的祢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

導我 

  

20/08 周青水姊妹 孩子，我應該留甚

麼給你？ 

約14:25-28 林凱盈姊妹 我要向高山舉目 當你走到無力 平安  

27/08 李慶宏弟兄 A級信心 羅4:16-25 麥文洵傳道 願盡我一生 住在祢裡面 豐盛的應許  

03/09 周志豪牧師 窄路(5)：主耶穌呼

召 

太9:35-38 黃穎怡姊妹 仍能讚美 恩主美善愛眷   

10/09 李柏雄弟兄 叩門，就給你開門 太7:7-8 黃穎欣姊妹 投靠 平安的約 祢是我的一切  

17/09 鍾潔明姑娘 記得我們中間的你、 

我、他 

腓4:1-3 麥文洵傳道 生命在於祢 榮耀神羔羊 耶穌我主  

24/09 羅志成牧師 人生沒有搜尋器- 

只有永不放棄 

尼4:1-23 黎譞朗弟兄 讚美之泉 祢的愛 愛，我願意  

01/10 周志豪牧師 窄路(6)：主耶穌變

像 

太17:1-8；腓3:8 林凱盈姊妹 無言的讚頌 若你能看見 是為祢預備  



08/10 鍾潔明姑娘 「逆」上「亦」樂 腓4:4-9 黃穎欣姊妹 主的喜樂是我力

量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我願觸動你心弦  

15/10 楊展東傳道 神啊！祢在哪兒？

我渴想祢！ 

詩42、43 陳家謙弟兄 滿有能力 我們呼求 每一口呼吸  

22/10 蔡志森弟兄 貧窮非因無錢 摩8:11 麥文洵傳道 有一位神 在乎祢 是祢最重要  

29/10 聯合主日        

05/11 麥文洵傳道 真的假不了 雅1:26-27 楊展東傳道 理據有幾千個 求祢轉臉 光和鹽  

12/11 李柏雄弟兄 邊個喺風暴裡邊？ 太8：23-27 黎譞忻姊妹 理據有幾千個 安靜 神是我這生供應

者 

 

19/11 92周年堂慶        

26/11 楊展東傳道 屬靈不倒翁 猶20-23 麥文洵傳道 十架犧牲的愛 寶貴十架 主我高舉祢的名  

03/12 麥文洵傳道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路21:25-36 周青水姊妹 主給我子女名分 回家 主禱文  

10/12 鍾潔明姑娘 來吧，一起來...... 詩146:1、10 馮偉謙弟兄 大祭司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17/12 周志豪牧師 窄路(7)：時代與福

音契機 

路13:1-9 黎譞朗弟兄 至高者的隱密處 展開清晨的翅膀 願祢用愛吸引我  

24/12 李慶宏弟兄 最美名字 來1:1-4 黃穎欣姊妹 我們成為一家人 直到地老天荒 普世歡騰  

31/12 聯合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