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7月4日 7月11日 7月18日 7月25日 8月1日 8月8日 8月15日 8月22日 8月29日 9月5日 9月12日 9月19日 9月26日

主席 廖金文 黎潔冰 何皓良 陳嘉祐 梁晴思 梁永康 何俊彥 黃勝芬 梁炳煌 曾雪梅 曾惠儀 鄭宇輝 曾瑞香

宣召 哥林多後書 12:9 詩篇 85:9 以弗所書 2:19 詩篇 145:13 約翰福音 6:35 約翰福音 6:47 箴言 9:6 約翰福音 6:63 雅各書 1:19 詩篇 146:2 約翰福音 11:27 馬可福音 9:35 詩篇 19:8

講員 黃玉珍牧師 戴國康牧師 劉玉麗傳道 廖金雲牧師 黃玉珍牧師 方禮賢牧師 戴國康牧師 黃玉珍牧師 方禮賢牧師 戴國康牧師 黃玉珍牧師 方禮賢牧師 翁競華牧師

講題 操練感恩和讚美 與罪惡相爭 憑信心選擇 投向大靠山 你的救主 先知唔易做 活在「愛」中 穿好裝備, 打場靚仗 調教你面鏡 為甚麼會這樣？ 教者受教 爭大的決心！？ 0

講道經文 歷代志上 16:8-22 馬可福音 6:14-29 詩篇 63: 詩篇 37:1-18 以賽亞書 43:1-7 列王紀上 19:3-8 以弗所書 5:1-20 以弗所書 6:10-20 雅各書 1:17-27 馬可福音 7:24-37 以賽亞書 50:1-11 馬可福音 9:33-37  :

伴奏 廖金虹 梁穎儀 李翠玲 羅煦彤 2TO1 廖金虹 羅煦彤 李翠玲 林碧嫦 廖金虹 梁穎儀 李翠玲 羅煦彤

和唱         曾瑞香    梁炳煌                            何曉彤                高家進    曾惠儀    郭雪航    徐恩靈    馬繼強    劉笑珍    高家進                黎潔冰    何賢輝    

詩歌1  榮耀歸於真神 (青年新歌) 上主被尊崇（世紀頌讚312） 寶貴十架（讚美之泉 11） 來！高聲唱 生命活水充滿我（讚美之泉） 永約的神(ACM, 你是王) 1. 頌讚全能上帝 (頌讚全能上帝，5) 來啊！眾生俯伏敬拜(共享詩歌) 當讚美聖父（青藍194） 我歌頌祢（青年聖歌IV, 38） 唯有耶穌（讚美之泉) 信徒齊來頌讚（世紀頌讚108）  萬代之神（世32）

詩歌2 恩典之路 (讚美之泉) 每一天（世紀頌讚88）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世紀頌讚367） 全地至高是我主 主是我一切/You are my all in all 何等恩典(讚美之泉14) 2. 真神之愛 (世68) 主活着(世頌205) 恩典太美麗（團契遊樂園） 祢是我藏身處（美樂頌96） 親眼看見祢（基恩敬拜）普通話 主愛超越（世紀頌讚79） 榮耀上帝（頌恩旋律）

詩歌3 耶和華是我的倚靠 (角聲使團) 陶造我生命    2 節 神是我牧者（青年新歌1） 神坐著為王 堅強的愛/Strong love (約書亞使團） 美麗人生(ACM) 3. 一切獻在壇上 (世395) 如鹿切慕溪水(世頌66) 真光普照（世紀477） 祂（美樂頌206）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同心圓） 慈繩愛索（基恩敬拜)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世469）

詩歌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回應詩 以感恩為祭（團契遊樂園） 靠著耶穌得勝 得力在乎祢（基恩敬拜） 0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acm) 求主以靈光燃亮我(團契遊樂園)  愛的真諦 最美好的杖(ACM) 主耶穌，我曾應許(世338) 神是愛（美樂頌56） 因著信（角聲使團） 立志擺上 0

獻詩 0 0 何等奇異 0 0 0 0 0 0 0 0 0 0

讀經員 何玲 陳可榮 區杏娟 陳笑玲 何玲 黃錫華 江履碧 馮正奇 郭麗芬 馬繼強 高家進 蔡文利 蘇玉燕

以西結書 2:1-5 阿摩司書 7:7-15 耶利米書 23:1-6 列王紀下 4:42-44 出埃及記 16:2-4, 9-15 列王紀上 19:4-8 箴言 9:1-6 約書亞記 24:1-2a, 14-18 申命記 4:1-2, 6-9 以賽亞書 35:4-7a 以賽亞書 50:4-9a 耶利米書 11:18-20 民數記 11:4-6, 10-16, 24-29

詩篇 123:1-4 詩篇 85:8-13 詩篇 23:1-6 詩篇 145:10-18 詩篇 78:23-29 詩篇 34:1-8 詩篇 34:9-14 詩篇 34:15-22 詩篇 15:1-5 詩篇 146:1-10 詩篇 116:1-9 詩篇 54:1-7 詩篇 19:7-14

哥林多後書 12:2-10 以弗所書 1:3-14 以弗所書 2:11-22 以弗所書 3:14-21 以弗所書 4:1-16 以弗所書 4:25-5:2 以弗所書 5:15-20 以弗所書 6:10-20 雅各書 1:17-27 雅各書 2:1-13 雅各書 3:1-12 雅各書 3:13-4:3, 7-8a 雅各書 5:13-20

馬可福音 6:1-13 馬可福音 6:14-29 馬可福音 6:30-34, 53-56 約翰福音 6:1-21 約翰福音 6:24-35 約翰福音 6:35, 41-51 約翰福音 6:51-58 約翰福音 6:56-69 馬可福音 7:1-8, 14-15, 21-23 馬可福音 7:24-37 馬可福音 8:27-38 馬可福音 9:30-37 馬可福音 9:38-50

司事 劉穗貞        馮潔鈺 廖玉明        郭雪航 廖玉蘭        蔡福英 馮潔鈺        何錦玉 劉穗貞        江履碧 廖玉明        管燕霞 廖玉蘭        蔡福英 馮潔鈺        何錦玉 黃勝恩        江履碧 蔡福英        管燕霞 何錦玉        劉穗貞 江履碧        廖玉明 管燕霞        廖玉蘭

插花  ( 綠 )易小鳳  ( 綠 )馮正奇  ( 綠 )花藝班  ( 綠 )花藝班  ( 綠 )花藝班  ( 綠 )花藝班  ( 綠 )區杏娟  ( 綠 )陳美萍  ( 綠 )梁阿妹  ( 綠 )呂小燕  ( 綠 )陳秀儀  ( 綠 )吳偉芝  ( 綠 )易小鳳

襄禮

奉獻祈禱 曾雪梅 鄭宇輝 馬安達 陳錦萍 楊偉民 李英華

當值司事/襄禮 (禮)黃錫華、(活)馮正奇、(演)梁炳煌 (禮)黃錫華、(活)馮正奇、(演)楊偉民 (禮)黃錫華、(活)馮正奇、(演)梁炳煌 (禮)黃錫華、(活)馮正奇、(演)梁炳煌 (禮)何皓良、(活)馮正奇、(演)梁炳煌 (禮)何皓良、(活)馮正奇、(演)梁炳煌 (禮)何皓良、(活)馮正奇、(演)梁炳煌 (禮)何皓良、(活)李俊強、(演)梁炳煌 (禮)何皓良、(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楊偉民、(活)馮正奇、(演)何俊彥 (禮)楊偉民、(活)馮正奇、(演)何俊彥 (禮)楊偉民、(活)馮正奇、(演)何俊彥 (禮)楊偉民、(活)馮正奇、(演)何俊彥

音響 - 禮   堂 黃永勝  郭雪航 黃文傑 鄭宇輝 陳君信 謝劍祥 黃永勝  郭雪航 陳君皓 黃文傑 陳君信 陳君信 郭雪航 梁炳煌 黃永勝

音響 - 活動室 蕭嘉信 蕭嘉信 蕭嘉信 蕭嘉信 陳嘉祐 陳嘉祐 陳嘉祐 陳嘉祐 陳嘉祐 陳舜平 陳舜平 陳舜平 陳舜平

音響 - 演講廳 林清堯 林奇峯 吳德蘭 林清堯 0 姚奇峰 梅艷芳 林清堯 姚奇峰 梅艷芳 吳德蘭 姚奇峰 林清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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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2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

2021 7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8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9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日期 7月4日 7月11日 7月18日 7月25日 8月1日 8月8日 8月15日 8月22日 8月29日 9月5日 9月12日 9月19日 9月26日

主席 0 廖睿哲 曹瑋淇 李俊強 0 謝允祈 陳舜平 0 廖睿哲 梁晴思 黃雪婷 李俊強 0

宣召  : 詩篇 85:9 撒母耳記下 7:22 詩篇 145:13  : 約翰福音 6:47 箴言 9:6  : 雅各書 1:19 詩篇 146:2 馬可福音 8:29 馬可福音 9:35  :

講員 合堂 方禮賢牧師 黃玉珍牧師 戴國康牧師 合堂 廖金雲牧師 黃玉珍牧師 合堂 戴國康牧師 方禮賢牧師 陳霞傳道(建道神學院) 劉玉麗傳道 合堂

講題 0 調教阿摩司 即或不然 要忠心至死 0 聖靈歡喜 耶穌是生命的糧 0 應當悔改 身體很誠實 Are you Ready？ 安全帶斷了 0

講道經文  : 阿摩司書 7:10-17 但以理書 3:8-18 啟示錄 2:8-11  : 以弗所書 4:25-32 約翰福音 6:51-58  : 啟示錄 2:12-17 雅各書 2:1-17 馬太福音 25:1-13 馬可福音 5:21-43  :

伴奏     彭尚昊    廖金虹    陳舜平        彭尚昊    劉曉蔚        彭尚昊    黃臻穎    廖金虹    李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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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1 0 我們呼求（讚美之泉） 神的帳幕在人間（玻璃海樂團） 讚歌不停 0 誠心敬拜（來復興我） 我的主活著 （玻璃海） 0 祢坐著為王 - 鹹蛋音樂事工SEMM 揚聲歡呼讚美（讚之歌） 祢是彌賽亞(ACM) 歸於得勝者（角聲使團） 0

詩歌2 0 願你公義降臨（玻璃海） 只向祂讚美（ACM） 盡心盡性來讚美他 0  獻上頌讚 （Album 和平之君） 我有喜樂X喜樂河流 （讚美之泉） 0 平安的約（玻璃海）
讚美理據幾千億個 （粵譯: 甄燕鳴 曲: 

Jonas Myrin and Matt Redman）
世界之光 (讚美之泉) 盡心盡性（基督徒音樂事工） 0

詩歌3 0 至死忠心（玻璃海） 呼喊 （Milk&Honey Worship） 神大愛 0 最好的福氣（角聲使團） 讓祢愛充滿我（ACM） 0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玻璃海）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Milk & 

Honey)
慈繩愛索 (基恩敬拜) 慈繩愛索（基恩） 0

詩歌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回應詩 0 立志擺上 神祢在掌管（ACM） 立志擺上 0 青年向上(頌主新歌415) 願祢的話 0 真實的悔改（讚美之泉） 聖法蘭西斯禱文(美樂頌) 最美好的仗 (ACM) 冰天太陽（盧永亨作品集） 0

讀經員 0 張綺恒 曹恩諾 鄭浩軒 0 曹恩諾 張綺恒 0 鄭浩軒 曹恩諾 張綺恒 鄭浩軒 0

合堂 合堂:合堂 詩篇 85:8-13 詩篇 23:1-6 詩篇 145:10-18 合堂 合堂:合堂 詩篇 34:1-8 詩篇 34:9-14 合堂 合堂:合堂 詩篇 15:1-5 詩篇 146:1-10 詩篇 116:1-9 詩篇 54:1-7 合堂 合堂: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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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事 0 李天悠 希爾素素 李天悠 0 希爾素素 李天悠 0 希爾素素 李天悠 希爾素素 李天悠 0

音響 0 李天俞 周慧萍 何尚昕 0 周慧萍 李天俞 0 何尚昕 周慧萍 李天俞 周慧萍 0

當值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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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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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曾雪梅、鄭宇輝、黃雪婷、李英華、馮正奇 馬安達、陳錦萍、何俊彥、黃勝蘇、曾瑞香 楊偉民、李英華、曾雪梅、何皓良、區銀愛

讀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