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4月4日 4月11日 4月18日 4月25日 5月2日 5月9日 5月16日 5月23日 5月30日 6月6日 6月13日 6月20日 6月27日

主席 何皓良 曾瑞香 曾雪梅 黎潔冰 李子悅 梁晴思 曾惠儀 何俊彥 區銀愛 梁永康 鄭宇輝 李俊強 梁炳煌

宣召 哥林多前書 15:20 約翰壹書 1:7 約翰壹書 3:1 約翰福音 10:11 約翰福音 15:4 詩篇 98:4 約翰福音 17:17 詩篇 104:24 以賽亞書 6:3 詩篇 130:2 詩篇 92:1 詩篇 107:1 耶利米哀歌 3:22

講員 戴國康牧師 黃玉珍牧師 趙艷桃宣教士(循理差會) 戴國康牧師 方禮賢牧師 黃玉珍牧師 朱莉傳道 廖金雲牧師 方禮賢牧師 戴國康牧師 李穎婷博士 (中神) 戴國康牧師 方禮賢牧師

講題 難以置信的福音 復活救主使我喜樂了 作成祂的工 為主作見證 與我常在 作母親的信心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繼往開來 你們當知道的 我們成為一家人 主知道義人的道路--按時候結果子 信心成長 一生之久

講道經文 馬可福音 16:1-20 約翰福音 20:19-31 約翰福音 4:31-38 使徒行傳 4:5-12 約翰福音 15:1-8 出埃及記 2:1-10, 希伯來書11:23 出埃及記 3:1-22 約翰福音 16:4-15 使徒行傳 2:14, 22-36 馬可福音 3:20-35 詩篇 1 馬可福音 4:35-41 詩篇 30 

伴奏 林碧嫦 黃勝芬 梁穎儀 李翠玲 陳舜平 羅煦彤 廖金虹 李翠玲 黃勝芬 梁穎儀 羅煦彤 李翠玲 林碧嫦

和唱                 劉笑珍    馬繼強                    何曉彤        郭雪航    梁炳煌            潘詠儀    郭麗芬    何曉彤                 郭雪航    徐恩靈    

詩歌1 基督今復活（世紀頌讚200） 榮耀歸於真神（世紀頌讚59） 上帝兒女何等有福 （世紀頌讚367） 祂何等愛你愛我   (詩班歌紙) 連於你-玻璃海樂團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青年聖歌） 祢是我的神（ACM） 頌讚全能上帝 (頌讚全能上帝，5) 聖哉聖哉聖哉（世紀頌讚8） 如鷹展翅上騰 哈利路亞感謝主(世紀頌讚209) 讚美耶和華(讚之歌4) 真神之愛（頌主新歌 71）

詩歌2 主活著（世紀頌讚205） 弟兄和睦同居(小羊詩歌) 晚禱（美樂頌 192）
奇異恩典（世紀頌讚299   (1, 2, 

4節)）
有祢同行-基恩敬拜 耶穌配得至聖尊榮（讚之歌） 尋求祢的面（吳志揚) 因著信（角聲使團) 榮耀全歸至高真神（世紀頌讚260） 坐在寶座上的羔羊 (讚美之泉) 歡欣(世紀頌讚 306) 恩典窄路（基恩敬拜） 引領（基恩敬拜)

詩歌3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讚美之泉

）
因祂活著（世紀頌讚206）  求主引領(馮財編曲) 奉獻身心為主（世紀頌讚358） 最好的福氣-角聲使團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讚美之泉

）
奔跑不放棄（讚美之泉) 恩典太美麗（團契遊樂園3） 生命之道極奇（頌主新歌233） 當轉眼仰望耶穌(頌主新歌) 有祢同行(基恩敬拜) 给爸爸的信（基恩敬拜） 永不改變（頌主新歌323）

詩歌4 0 0 有平安在我心 （頌主新歌394） 是誰（小羊詩歌） 0 0 0 0 0 0 0 0 0

回應詩 難以解釋（世紀頌讚226） 主在墓中安卧（美樂頌177） 看哪, 田裡莊稼成熟了（小羊詩歌） 0 一生在神手裡(基恩敬拜) 向著前方（Son Music) 0 0 因祂活著（世紀頌讚206） 兄弟相愛(頌主:1,2,5節) 恩典之路（讚美之泉） 安静Be still（讚美之泉） 0

獻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讀經員 潘詠儀 高家進 劉笑珍 江履碧 黃錫華 何玲 馮正奇 郭麗芬 馬繼強 曾雪梅 劉笑珍 蘇玉燕 江履碧

使徒行傳 10:34-43 使徒行傳 4:32-35 使徒行傳 3:12-19 使徒行傳 4:5-12 使徒行傳 8:26-40 使徒行傳 10:44-48 使徒行傳 1:15-17, 21-26 使徒行傳 2:1-21 以賽亞書 6:1-8 創世記 3:8-15 以西結書 17:22-24 約伯記 38:1-11 耶利米哀歌 3:22-33

詩篇 118:1-2, 14-24 詩篇 133:1-3 詩篇 4:1-8 詩篇 23:1-6 詩篇 22:25-31 詩篇 98:1-9 詩篇 1:1-6 詩篇 104:24-34, 35b 詩篇 29:1-11 詩篇 130:1-8 詩篇 92:1-4, 12-15 詩篇 107:1-3, 23-32 詩篇 30:1-12

哥林多前書 15:1-11 約翰壹書 1:1-2:2 約翰壹書 3:1-7 約翰壹書 3:16-24 約翰壹書 4:7-21 約翰壹書 5:1-6 約翰壹書 5:9-13 羅馬書 8:22-27 羅馬書 8:12-17 哥林多後書 4:13-5:1 哥林多後書 5:11-17 哥林多後書 6:1-13 哥林多後書 8:7-15

馬可福音 16:1-8 約翰福音 20:19-31 路加福音 24:36b-48 約翰福音 10:11-18 約翰福音 15:1-8 約翰福音 15:9-17 約翰福音 17:6-19 約翰福音 15:26-27, 16:4b-15 約翰福音 3:1-17 馬可福音 3:20-35 馬可福音 4:26-34 馬可福音 4:35-41 馬可福音 5:21-43

司事 劉穗貞        何錦玉 蔡福英        郭雪航 何錦玉        馮潔玉 江履碧        王文 管燕霞        廖玉蘭 劉穗貞        蔡福英 廖玉明        何錦玉 廖玉蘭        江履碧 王文        管燕霞 馮潔玉        劉穗貞 郭雪航        廖玉明 廖玉明        王文 廖玉明        王文

插花  ( 白/金 )呂小燕  ( 白 )陳美萍  ( 白 )馮正奇  ( 白 )易小鳳  ( 白 )林清堯  ( 白 )區杏娟  ( 白 )陳美萍  ( 紅 )馮正奇  ( 白 )呂小燕  ( 綠 )易小鳳  ( 綠 )區杏娟  ( 綠 )馮正奇  ( 綠 )陳美萍

襄禮

奉獻祈禱 區銀愛 梁炳煌 馮正奇 陳嘉祐 何皓良 黎潔冰

當值執事/襄禮 (禮)梁炳煌、(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梁炳煌、(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梁炳煌、(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梁炳煌、(活)馮正奇、(演)何皓良 (禮)梁炳煌、(活)馮正奇、(演)楊偉民 (禮)何皓良、(活)馮正奇、(演)楊偉民 (禮)何皓良、(活)黃錫華、(演)楊偉民 (禮)何皓良、(活)馮正奇、(演)楊偉民 (禮)何皓良、(活)馮正奇、(演)楊偉民 (禮)陳嘉祐、(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陳嘉祐、(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陳嘉祐、(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陳嘉祐、(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音響 - 禮   

堂
陳嘉祐 陳舜平 黃文傑 謝劍祥 鄭宇輝 陳舜平 蕭嘉信 黃永勝 蕭嘉信 陳舜平 黃永勝 鄭宇輝 黃文傑

音響 - 

活動室
郭雪航 陳君信 吳德蘭 陳君皓 蕭嘉信 吳德蘭 陳君信 郭雪航 陳君皓 陳君信 吳德蘭 蕭嘉信 陳舜平

音響 - 

演講廳
林奇峰 林兆基 梅艷芳 林清堯 梅艷芳 林奇峰 梅艷芳 林奇峰 梁炳煌 梅艷芳 林清堯 林奇峰 梅艷芳

接待員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關顧部崇拜接待團隊

備註1    復活節主日 奉獻        聖餐、奉獻       教育主日 奉獻   母親節主日     聖餐、奉獻            奉獻       父親節主日 聖餐、奉獻    

備註2 復活主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 復活期第三主日 復活期第四主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 復活期第七主日 聖靈降臨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

---三一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2021 4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5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6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日期 4月4日 4月11日 4月18日 4月25日 5月2日 5月9日 5月16日 5月23日 5月30日 6月6日 6月13日 6月20日 6月27日

主席 0 許嘉程 謝允祈 0 0 0 李子悅 廖睿哲 黎潔冰 謝允祈 黃雪婷 0 梁晴思

宣召  : 約翰壹書 1:7 約翰壹書 3:1  :  :  : 約翰福音 17:17 詩篇 104:24 以賽亞書 6:3 詩篇 130:2 詩篇 92:1  : 耶利米哀歌 3:22

講員 合堂 廖金雲牧師 方禮賢牧師 合堂 合堂 合堂 戴國康牧師 方禮賢牧師 黃玉翠傳道 黃玉珍牧師 黃晏鳴傳道(元朗浸信會) 合堂 戴國康牧師

講題 0 直奔標杆 實體復活 0 0 0 有「神兒子」的生命 如此認識我 0 聖靈裡的判斷力 0 0 保守初心

講道經文  : 腓立比書 3:13-14 路加福音 24:36-49  :  :  : 約翰壹書 5:6-12 詩篇 139   : 馬可福音 3:20-35  :  : 啟示錄 2:1-7

伴奏     彭尚昊    廖金虹                陳舜平    黃臻穎    彭尚昊    廖金虹    陳舜平        黃臻穎    

和唱     何沛蓁    鄺欣然                何筠苗    何尚昕    何筠苗    鄺欣然    曹瑋淇        何尚昕    

詩歌1 0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讚美之泉）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美樂頌28

）
0 0 0 主與我同在(ACM) 獻上頌讚（ACM） 神坐著為王(共享詩歌) 有一位神(讚美之泉) 頌讚主聖名 (ACM) 0 是你的愛(讚美之泉)

詩歌2 0 新的事將要成就（讚美之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讚美之泉） 0 0 0 求充滿這地(約書亞樂團) 活着為要敬拜你(讚美之泉) 獻給我天上的主(敬拜者使團) 尋求祢的面(復興團契) 來向耶和華歌唱(讚美之泉) 0 安靜Still(約書亞/Hillsong)

詩歌3 0 回家 我們呼求（讚美之泉） 0 0 0 榮雨降下(Milk&Honey Worship) 求充滿這地(約書亞樂團) 寶貴十架(讚美之泉) 神大愛- 基恩敬拜 至高尊貴的祢 (角聲使團) 0 黑暗終必過去(ACM)

詩歌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回應詩 0 奔跑不放棄（讚美之泉） 親眼看見祢（基恩敬拜） 0 0 0 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美樂頌45) 如此認識我（角聲使團） 0 0 0 0 0

讀經員 0 曹恩諾 梁芊淋 0 0 0 黎懿珊 張綺恒 曹恩諾 梁芊淋 鄭浩軒 0 張綺恒

合堂 合堂:合堂 詩篇 133:1-3 詩篇 4:1-8  : 合堂 合堂:合堂 合堂 合堂:合堂 詩篇 1:1-6 詩篇 104:24-34, 35b 詩篇 29:1-11 詩篇 130:1-8 詩篇 92:1-4, 12-15 合堂 合堂:合堂 詩篇 30:1-12

 :  :  :  :  :  :  :  :  :  :  :  :  :

司事 0 李天悠 希爾素素 0 0 0 李天悠 希爾素素 何尚昕 何沛蓁 李天悠 0 希爾素素

音響 0 李天俞 陳凱晴 0 0 0 李天俞 陳凱晴 周慧萍 鄭浩軒 李天俞 0 陳凱晴

當值執事/

襄禮
0 黃雪婷 黃雪婷 0 0 0 李俊強 李俊強 李俊強 李俊強 李俊強 0 梁永康

備註 0 奉獻 0 0 0 奉獻 0 聖餐、奉獻 0 0 奉獻 0 聖餐、奉獻

讀經

何皓良、黎潔冰、楊偉民、黃勝蘇、區銀愛馮正奇、陳嘉祐、黃雪婷、李英華、廖金文

讀經

區銀愛、梁炳煌、何俊彥、陳錦萍、馬安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