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7月7日 7月14日 7月21日 7月28日 8月4日 8月11日 8月18日 8月25日 9月1日 9月8日 9月15日 9月22日 9月29日

主席 李子悅 梁晴思 何皓良 廖金文 梁永康 陳嘉祐 馬安達 區銀愛 李俊強 鄭宇輝 曾惠儀 黎潔冰 曾瑞香

宣召 西番雅書 2:3 路加福音 10:27 何西阿書 6:6 詩篇 69:32 詩篇 25:4 以賽亞書 30:18 馬太福音 20:28 詩篇 103:1 詩篇 136:3-4 希伯來書 12:1-2 詩篇 103:17 詩篇 113:3 詩篇 146:1-2

講員 譚栢霖傳道 黃玉珍牧師 戴國康牧師 黃福光博士 (浸神) 方禮賢牧師 廖金雲牧師 黃玉珍牧師 趙艷桃宣教士(香港循理差會) 謝慧兒博士(建道神學院) 方禮賢牧師 戴國康牧師 廖金雲牧師 劉玉英牧師

講題 這一夜誰能安睡 選擇生命 選那上好的分 教會的差遣禮 救我們脫離兇惡 活出美好 我心安靜仰望神 重燃生命的盼望 神啊，求你鑑察我 因祢與我同行 義人必因信得生 和平使者 0

講道經文 撒母耳記上 3: 申命記 30:11-20 路加福音 10:38-42 使徒行傳 2:1-12 以斯帖記 4: 以弗所書 4:32，歌羅西書3:13 詩篇 131:1-3 路加福音 24:13-35 詩篇 139: 申命記 30:15-20 哈巴谷書 1:1-4、2:1-4、3:16-19上 腓利門書 全章:  :

伴奏 羅煦彤 梁穎儀 廖金虹 李翠玲 2TO1 羅煦彤 梁穎儀 鄧樂施 2TO1 羅煦彤 廖金虹 李翠玲 梁穎儀

和唱                                         何曉彤    黃安妮                                                    黎潔冰    梁炳煌    

詩歌1 尋著祢的那天
頌讚全能上帝（世紀

頌讚14）
詩歌（團契遊樂園4） 主我愛祢（世紀頌讚18） 盡情的敬拜（有情天音樂世界） 和平之君(和平之君) 神配受崇拜（世紀頌讚57） 主為保障（世紀頌讚15）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我知所信的是誰（世

紀325 ）
恩典之路（讚美之泉）

上主被尊崇（世紀頌

讚312）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

和華（讚美之泉）

詩歌2 全因爲祢
榮耀耶穌（主澤流長4

）
來擁戴主為王（美樂頌11） 祢信實何廣大 （世紀頌讚 5） 超過言語能述說（團契遊樂園）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AC

M)
堅定相信（生命聖詩341）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讚

美之泉）
平安(同心圆)

豐盛的應許（讚美之

泉）
以感恩為祭（團契遊樂園５

不變以馬內利（無言

的頌讚）
神大愛(基恩敬拜)

詩歌3
耶穌我感謝祢（玻璃海

樂團）
引領（基恩敬拜） 0 榮耀祢聖名 （世紀頌讚262）

求你以真理和愛引導我（同心圓

）

我知誰掌管明天(美樂

頌210)

當轉眼仰望耶穌（世紀頌讚270

）
人們需要主（美樂頌118） 風雨念香港(美樂頌)

以愛還愛（撒種音樂

事工）
心曲(美樂頌74)

如鹿切慕溪水（美樂

頌81）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世3

23)

詩歌4 0 0 0 信靠順服（頌主新歌436） 0 因著信(角聲使團) 我要那穌（頌主新歌313） 0 聖法蘭西斯禱文 0 0
活著為耶穌（生命詩4

70）
0

回應詩 請差遺我
最美好...盡力愛祢(敬

拜者使團)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讚美之泉

）
0 主禱文（同心圓）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世

紀393)
主，請祢憐憫（ACM) 0 尋求祢的面 是祢最重要 因著信（角聲使團） 0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世367)
獻詩 0 0 新希望 0 0 0 全地都屬主 0 0 0 全地都屬主 0 0

讀經員 何筠苗 陳可榮 梁振芬 曾雪梅 郭麗芬 林清堯 陳可榮 江履碧 黃雪婷 潘詠儀 黎玉蘭 高家進 彭淑嫺

以賽亞書 66:10-14 申命記 30:9-14 創世記 18:1-10a 創世記 18:20-32 傳道書 1:2, 12-14, 2:18-23 創世記 15:1-6 耶利米書 23:23-29 以賽亞書 58:9b-14 箴言 25:6-7 申命記 30:15-20 出埃及記 32:7-14 阿摩司書 8:4-7 阿摩司書 6:1a, 4-7

詩篇 66:1-9 詩篇 25:1-10 詩篇 15:1-5 詩篇 138:1-8 詩篇 49:1-12 詩篇 33:12-22 詩篇 82:1-8 詩篇 103:1-8 詩篇 112:1-10 詩篇 1:1-6 詩篇 51:1-10 詩篇 113:1-9 詩篇 146:1-10

加拉太書 6:1-6 歌羅西書 1:1-14 歌羅西書 1:15-28 歌羅西書 2:6-15 歌羅西書 3:1-11 希伯來書 11:1-3, 8-16 希伯來書 11:29-12:2 希伯來書 12:18-29 希伯來書 13:1-8, 15-16 腓利門書 1:1-21 提摩太前書 1:12-17 提摩太前書 2:1-7 提摩太前書 6:6-19

路加福音 10:1-11, 16-20 路加福音 10:25-37 路加福音 10:38-42 路加福音 11:1-13 路加福音 12:13-21 路加福音 12:32-40 路加福音 12:49-56 路加福音 13:10-17 路加福音 14:1, 7-14 路加福音 14:25-33 路加福音 15:1-10 路加福音 16:1-13 路加福音 16: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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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  ( 綠 )彭淑嫺  ( 綠 )梁韋妮  ( 綠 )梁月英  ( 綠 )蔡錦蓉  ( 綠 )呂小燕  ( 綠 )林清堯  ( 綠 )梁月英  ( 綠 )陳美萍  ( 綠 )林清堯  ( 綠 )馮正奇  ( 綠 )蔡錦蓉  ( 綠 )易小鳳  ( 綠 )陳美萍

襄禮

奉獻祈禱 陳嘉祐 李英華 黃錫華 何皓良 梁永康 廖金文

當值 (禮)廖金文、(活)馮正奇、(演)黃錫華(禮)廖金文、(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廖金文、(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何皓良、(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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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皓良、(活)馮正奇、(演)楊偉民 (禮)何皓良、(活)李俊強、(演)楊偉民 (禮)陳嘉祐、(活)馮正奇、(演)何俊彥 (禮)陳嘉祐、(活)馮正奇、(演)何俊彥 (禮)陳嘉祐、(活)馮正奇、(演)何俊彥 (禮)陳嘉祐、(活)梁永康、(演)何俊彥(禮)陳嘉祐、(活)馮正奇、(演)何俊彥

音響 - 禮   堂 蕭嘉信        梁炳煌 黃永勝        許俊文 陳嘉祐        謝劍祥 蕭嘉信        梁炳煌 陳嘉祐        黃文傑 謝劍祥        許俊文 陳嘉祐        陳舜平 黃文傑        黃永勝 蕭嘉信        謝劍祥 陳嘉祐        許俊文 蕭嘉信        陳舜平 黃永勝        黃文傑 蕭嘉信        陳嘉祐

音響 - 活動室 陳君信 郭雪航 梅艷芳 陳君皓 郭雪航 梅艷芳 陳君信 郭雪航 陳君皓 陳君信 梅艷芳 陳君皓 郭雪航

音響 - 演講廳 林兆基 鄺發培 吳德蘭 林清堯 鄺發培 林兆基 林清堯 鄺發培 林兆基 林清堯 鄺發培 林兆基 吳德蘭

接待員

備註1
   

基督少年軍立願禮合堂
奉獻      聖餐、奉獻      青少年主日合堂 奉獻      聖餐、奉獻      奉獻      聖餐、奉獻      福音主日

備註2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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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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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7月14日 7月21日 7月28日 8月4日 8月11日 8月18日 8月25日 9月1日 9月8日 9月15日 9月22日 9月29日

主席 0 梁永康 黃雪婷 謝允祈 0 鄺欣然 鄭宇輝 0 廖金文 李子悅 0 陳舜平 梁晴思

宣召  : 路加福音 10:27 何西阿書 6:6 詩篇 69:32  : 以賽亞書 30:18 詩篇 37:5  : 詩篇 136:3-4 希伯來書 12:1-2  : 詩篇 113:3 申命記 30:19-20

講員 合堂 譚栢霖傳道 廖金雲牧師 黃玉珍牧師 合堂 譚栢霖傳道 陳霞傳道 合堂 譚栢霖傳道 戴國康牧師 合堂 洪國謙牧師(宣道會忠主堂) 譚栢霖傳道

講題 0 約伯三友 美好的人生 小事上的大成就 0 最強的裝備 死得徹底，活得夠生！ 0 大個仔係我 生死的決擇 0 0 0

講道經文  :  約伯記選讀: 以弗所書 4:32；歌羅西書3：13 路加福音 16:1-13  : 約書亞記 1: 羅馬書 6:1-11  : 提摩太前書 4:12 路加福音 14:25-35  :  :  :

伴奏     鄧啓瑨    黃臻穎    廖金虹        陳舜平    孔令弦        曹殷圖    彭尚昊        曹殷圖    黃臻穎    

和唱     何沛蓁    湯曉烽    孔令弦 許嘉程    李天俞     何筠苗    廖睿哲        李卓以    孔心悅    鄺欣然     孔令弦    何沛蓁 許嘉程    廖睿哲

詩歌1 0
盡心、盡性、讚美祂 

(讚之歌)
因主的名 (ACM) 全地至高是我主 0

天天歌唱 

（角聲使團）
豐盛的應許（讚美之泉） 0

頌讚全能上帝 

(薪火敬拜使團)
十架的冠冕 (共享詩歌) 0

從早晨到夜晚 

(讚美之泉)
0

詩歌2 0 榮耀耶穌 (共享詩歌) 祢是我的神 (ACM) 君王就在這裡 (讚美之泉) 0
我要向高山舉目(讚美

之泉)
平安（同心圓） 0

讓讚美飛揚 

(世紀頌讚24)

神啊！祢在哪兒？(園

契遊樂園)
0

Even when it hurts 

(hillsong)
0

詩歌3 0 唯有耶穌(讚美之泉) 我的救贖主活著 (讚美之泉) 我們呼求（讚美之泉） 0
祢施恩拯救(True 

worshipper)
以愛還愛（撒種音樂事工） 0 義人的路 (天韻詩歌) 信心的等待(基恩敬拜) 0 哀歌 (玻璃海) 0

詩歌4 0 0 0 0 0 0 0 0 十架的冠冕 (共享詩歌) 0 0 0 0

回應詩 0 奔跑不放棄(讚美之泉)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基恩敬拜) 立志擺上 0
願主愛圍繞你(基恩敬

拜)
求主充滿我（讚美之泉） 0 祝福裡的琢磨 (角聲使團) 忠心至死(ACM) 0 0 0

讀經員 0 梁芊淋 彭尚昊 何尚昕 0 黎懿珊 張綺恒 0 鄭浩軒 馮雋曦 0 梁芊淋 鄭浩軒

 : 詩篇 25:1-10 詩篇 15:1-5 詩篇 138:1-8  : 詩篇 33:12-22 詩篇 82:1-8  : 詩篇 112:1-10 詩篇 1:1-6  : 詩篇 113:1-9 詩篇 14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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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事 0 盧俊亨 盧俊亨 曾思潤 0 曾思潤 盧俊亨 0 陳凱晴 陳凱晴 0 許日嘉 許日嘉

音響 0 陳凱晴 陳凱晴 鄭浩軒 0 李天俞 周慧萍 0 何尚昕 何尚昕 0 湯曉烽 李天俞

當值執事/襄

禮
0 梁永康 梁永康 梁永康 0 鄭宇輝 鄭宇輝 0 廖金文 李俊強 0 李俊強 李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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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讀經

陳錦萍、陳玉英、陳文芳、鄒綺霞、何俊彥、何玲、李英華、梁阿妹、梁振芬、黎玉蘭、黃勝恩、楊偉民 陳錦萍、陳玉英、陳文芳、鄒綺霞、何俊彥、何玲、李英華、梁阿妹、梁振芬、黎玉蘭、黃勝恩、楊偉民 陳錦萍、陳玉英、陳文芳、鄒綺霞、何俊彥、何玲、李英華、梁阿妹、梁振芬、黎玉蘭、黃勝恩、楊偉民

陳嘉祐、楊偉民、鄭宇輝、何俊彥、李英華 黃錫華、黃勝蘇、黃雪婷、李俊強、何皓良 梁永康、陳錦萍、馬安達、區銀愛、廖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