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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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 周志豪牧師 美好之戰(一)：始於

祈禱 

提前 2:1-4 吳詠君姊妹 原是祢恩惠 永約的神 禱告  

12/01 陳凱欣博士 最後的叮嚀 提後 4:1-5 鄺雅萍姊妹 向至高者讚美 如此認識我 奔跑不放棄  

19/01 周志豪牧師 神的心意、代價和印

證 

提前 2:4-7 三堂敬拜隊 因主的名 祢成就救恩 求主給這世代看

見異象 

燃獻生命祭 

26/01 周志豪牧師 認真作門徒 太 5:1-12 黃玉華姊妹 敬拜主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耶和華以勒 起來回應出發 

02/02 蔡少琪牧師 艱難的時代裡，用真

愛感動世人的小人物 

得 2:1-18 麥文洵傳道 神坐著為王    

09/02 周以心傳道 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 詩 91:1-16 麥文洵傳道 先求祂的國    

16/02 李柏雄弟兄 尋找生命中透光之處 創 8:1-12 麥文洵傳道 深知祢的愛    

23/02 袁海生牧師 堅固橛子、擴張幔子 賽 54:1-3 鍾潔明姑娘 恩典夠我用    

01/03 周志豪牧師 教會屬靈領袖 提前 3:8-15 黎柏添執事 祢是神    

08/03 孫玉琴師母 亞比該的智慧 撒上 25:1-33 鍾潔明姑娘 獻給我天上的主    

15/03 李柏雄弟兄 從耶路撒冷會議看

教會的決策 

徒 15:7-11、13、 

     19-21 

黃穎欣姊妹 向至高者讚美    

22/03 李耀華弟兄 重〝聚〞 創 45:5-8 高永雄弟兄 全地至高是我主 祢讓我生命改變   

29/03 李慶宏弟兄 醫者心之可憐我們

吧！ 

路 17:11-19 李敬端弟兄 有福的確據 賜我自由 因祂活著  

05/04 周志豪牧師 信仰中的「石頭」 徒 14:19-23 黎柏添執事 敬拜主 我知誰管著明天   

12/04 周志豪牧師 「復活」信仰思想戰 林前 15:12-28 陳宗耀弟兄 祢真偉大 只因愛   

19/04 黃兆偉牧師 從「逾越」到「跨越」(From 

Passover to Crossover) 

出 12:21-28 黃杏樞弟兄 耶和華是愛 我知誰管著明天   

26/04 鍾潔明姑娘 我必記念 利 26:40-46 吳詠君姊妹 除祢以外 原是祢恩惠 超越時間之嶺  

03/05 麥文洵傳道 在這裡神垂聽禱告 代下 6:18-21 陳寶安姊妹 歡欣 聖靈之歌 尋求祢的面 天父必保守 



10/05 謝慧兒博士 神是王 詩 93:1-5 譚淑賢姊妹 全地至高是我主 如此認識我 恩典夠用  

17/05 周志豪牧師 萬事互相效力的意義 羅 8:28 麥文洵傳道 主我高舉祢的名 以色列的聖者 祢是榮耀君王  

24/05 鍾潔明姑娘 「逆」變 民 16:41-50 黃穎欣姊妹 因主的名 祢是我神 愛在軟弱中盛放  

31/05 蔡志森弟兄 人的怒氣並不成就

神的義 

雅 1:19-25 高永雄弟兄 在耶穌裡，我們是

一家人 

施恩的主+ 

萬膝獻呈 

祢的恩典  

07/06 周志豪牧師 心繫神家 提前 3:14-15、4:13 李敬端執事 讚美主 我心充滿 心曲  

14/06 梁健華傳道 非凡人生平凡事 林後 12:9 周青水姊妹 向耶穌祈求 親眼看見祢 恩典夠我用 我們愛因為神先

愛 

21/06 李慶宏弟兄 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瑪 4:1-6 黃玉華姊妹 祢是神 主給我子女名份 祢愛永不變 立志擺上 

28/06 何敬賢牧師 難以想像的意外 路 7:1-10 鄺雅萍姊妹 讓讚美飛揚 最好的福氣 主禱文  

05/07 李慶宏弟兄 人生逆旅，歲月如飛 詩 90 黃玉華姊妹 天地讚美 有一天 永約的神  

12/07 羅志成牧師 出黑暗入光明~拉撒

路你出來 

約 11:38-45 黃穎欣姊妹 除祢以外 只因愛 神是我所依  

19/07 周志豪牧師 最美的祝福 提前 3:16；約 3:16 李敬端執事 這是天父世界 心仍在跳 隨年漸厚  

26/07 麥文洵傳道 靈命操練－早禱 詩 5:1-12 黎柏添弟兄 頌讚全能上帝 真平安 復興聖潔  

02/08 周志豪牧師 末後時期的信仰抗

體 

提前 4:1-5； 

太 24:10-14 

陳宗耀執事 聖哉聖哉聖哉 我歌頌祢 慈繩愛索  

09/08 鍾潔明姑娘 上帝在那兒 得 1:5、22；2:12； 

3:11；4:17 

梁寶超弟兄 除祢以外 尋求神的臉 天國在人間  

16/08 麥文洵傳道 忘了，忘不了(上) 代上 9:1-3； 

賽 11:6-9 

譚淑賢姊妹 因主的名 豐盛的應許 有福的確據  

23/08 劉卓輝牧師 疫情中的試探 太 4:1-11 吳詠君執事 頌讚全能上帝 住在祢裡面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

導我 

最美好的仗 

30/08 麥文洵傳道 忘了，忘不了(下) 代上 10:13-14； 

箴 3:5-6 

高永雄弟兄 聖殿充滿讚美 耶和華是愛 誰曾應許  

06/09 李柏雄弟兄 怒海孤舟、使徒保羅

怎樣面對？ 

徒 27:13-20；39-42 陳寶安姊妹 除祢以外 寶貴十架 獻給我天上的主  

13/09 李慶宏弟兄 主在船中 可 4:35-41 蔡志森弟兄 讚美之泉 耶和華是我牧者 偶然遇上的驚喜  



20/09 周青水姊妹 求問與行動之間 詩 27:4 李敬端執事 獻上頌讚 祂知道，祂看到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

祢聖殿 

 

27/09 吳慧儀博士 教會在末世中的使命 啟 10:8-11:7 鄺雅萍姊妹 向至高者讚美 奔跑不放棄 有了祢異象  

04/10 周志豪牧師 從「耶和華定意」看

敬虔的人如何改變

歷史 

撒下 17:14、 

    15:31-32、 

提前 4:8 

梁寶超弟兄 天地讚美 平安 我們愛，讓世界不

一樣。 

 

11/10 姚添壽牧師 生命的事奉 羅 12:1-8 黃穎欣姊妹 崇拜主 我的心，你要稱頌

耶和華 

願我屈膝祢跟前  

18/10 李柏雄弟兄 容易遺忘的教育要點

－與中聖及靈風的同

工共勉 

腓 1:9-11 兩堂敬拜隊 獻給我天上的主 呼求耶穌 信是繼續前行  

25/10 李耀華弟兄 我已經看見了主！ 約 20:1-18 黃杏樞弟兄 以色列的聖者 每一天 向主歡呼  

01/11 周志豪牧師 神人之死與耶和華

的心 

王上 13:23-32 譚淑賢姊妹 榮耀歸於真神 主如明亮晨星 我知所信的是誰  

08/11 袁海生牧師 真正的虔誠生活~切

莫重富輕貧 

雅 2:1-7 高永雄弟兄 祢是榮耀君王 如鷹展翅上騰 願  

15/11 陳耀鵬牧師 捕捉榮光再起的脈搏 該 2:1-9 三堂敬拜隊 獻上頌讚 全地至高是我主 恩典之路 信是繼續前行 

22/11 周志豪牧師 一齊數算苦辣酸甜

的日子 

詩 90:12-17 吳詠君執事 除祢以外 神坐著為王 我知誰管著明天  

29/11 孫玉琴師母 傳福音的動力 林後 5:14-19 李敬端執事 讚美救主 我要一心稱謝祢 齊為此地呼求  

06/12 周志豪牧師 蒙揀選者的盼望 彼得前書 1:1-2、13 陳寶安姊妹 主信實無變 我的神我敬拜祢 我向祢禱告  

13/12 馮兆成牧師 希望 王上 19:11-21 麥文洵傳道 神的帳幕在人間 一粒麥子 立志擺上  

20/12 鍾潔明姑娘 『來吧！』 

『我來了！』 

詩 27:1、7-14 黃玉華姊妹 以馬內利來臨 新生王歌 祂的一生 普世歡騰 

27/12 盧家馼牧師 你愛我嗎？ 約 21:15-17 鄺雅萍姊妹 全地至高是我主 祢是我神 快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