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月6日 1月13日 1月20日 1月27日 2月3日 2月10日 2月17日 2月24日 3月3日 3月10日 3月17日 3月24日 3月31日

主席 廖金文 何俊彥 何皓良 區銀愛 曾惠儀 曾瑞香 陳嘉祐 馬安達 黃恩賜 曾雪梅 梁永康 黎潔冰 鄭宇輝

宣召 瑪拉基書 1:11 以賽亞書 43:1 啟示錄 4:11 路加福音 4:18 耶利米書 31:31 約翰福音 8:12 耶利米書 17:7 詩篇 89:1 詩篇 99:5 詩篇 130:3-4 詩篇 27:1 以賽亞書 55:6 哥林多後書 5:17

講員 黃玉珍牧師 戴國康牧師 陳霞傳道 譚栢霖傳道 方禮賢牧師 黃玉珍牧師 朱莉傳道 蔡好香傳道 方禮賢牧師 譚栢霖傳道 吳國傑博士 (浸神) 戴國康牧師 方禮賢牧師

講題 蒙應許的一家人 今日侍從，明日領袖 你是有福的人嗎﹖ 突然囍事 睇住你大 從今以後 開一扇恩典的窗 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薦書 0 0 把握機會 代替

講道經文 以弗所書 3:1-12 約書亞記 1:1-11 詩篇第 1篇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7 詩篇 71:1-6 路加福音 5:1-11 歷代志上 4:9-10 詩篇 8:1-9 哥林多後書 3章  :  : 路加福音 13:1-9 哥林多後書 5:16-21

伴奏 羅煦彤 鄧樂施 梁穎儀 李翠玲 梁穎儀 廖金虹 羅煦彤 李翠玲 林碧嫦 鄧樂施 廖金虹 羅煦彤 李翠玲

和唱 何筠苗    廖睿哲                             梁炳煌    黎潔冰                            伍惠蓮    郭麗芬                     

詩歌1 當讚美聖父 (青聖Ｉ-194)
頌讚全能上帝 （頌讚全能

上帝）
榮耀神羔羊(世紀頌讚210)

耶稣奇妙的救恩（世紀頌讚

297）
永約的神（ACM） 真光普照(世紀477)

頌讚全能上帝(頌讚全能上

帝)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世

紀頌讚70）
和撒那 （美樂頌19） 有一位神(世紀頌讚38) 0 0 0

詩歌2 祢真偉大 (世紀頌讚 6)
獻給我天上的主（敬拜者的

心14）

頌讚父神偉大權力(世紀頌

讚44)

我們渴望的耶穌（世紀頌讚

118）
誰曾應許（團契遊樂園5） 神坐著為王(共享詩歌150) 倚靠(讚美之泉)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青

年聖歌 II，187 ）

 誰曾應許 （團奏遊樂園5，

8）
祢是我藏身處(美樂頌96) 0 0 0

詩歌3 以愛還愛 （撒種音樂事工）
主信實無變（齊唱新歌第

05 集4）
祢信實何廣大(世紀頌讚53)

自耶稣在我心中（世紀頌讚

301）
如此認識我（角聲）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世紀

393)

恩典太美麗（團契遊樂園

3）

我已找到快樂的途徑（青年

聖歌II，118）
神是愛 （青年聖歌3， 53） 只因愛(ACM) 0 0 0

詩歌4 以愛奉獻 ( 角聲使團) 0 0 0 0 0 0 0 0 慈繩愛索(基恩敬拜) 0 0 0

回應詩 教會一家 (美樂頌129) 剛強壯膽（無言的讚頌） 有福確據(世紀321) 0 是祢最重要(西伯) 主領我何往必去(世紀345) 禱告 (讚美之泉) 0 萬邦的福音(世紀頌讚498) 0 0 0 十架犧牲的愛（沙聲頌 1）

獻詩 0 0 詩篇一百篇 0 0 0 讚美卡農曲 0 0 0 以馬內利 0 0

讀經員 黃雪婷 陳可榮 林清堯 潘詠儀 曾雪梅 黎玉蘭 黃雪婷 梁振芬 彭淑嫺 黃錫華 陳可榮 高家進 林清堯

以賽亞書 60:1-6 以賽亞書 43:1-7 以賽亞書 62:1-5 尼希米記 8:1-3, 5-6, 8-10 耶利米書 1:4-10 以賽亞書 6:1-8 耶利米書 17:5-10 創世記 45:3-11, 15 出埃及記 34:29-35 申命記 26:1-11 創世記 15:1-12, 17-18 以賽亞書 55:1-9 約書亞記 5:9-12

詩篇 72:1-7, 10-14 詩篇 29:1-11 詩篇 36:5-10 詩篇 19:1-14 詩篇 71:1-6 詩篇 138:1-8 詩篇 1:1-6 詩篇 37:1-11, 29-40 詩篇 99:1-9 詩篇 91:1-2, 9-16 詩篇 27:1-14 詩篇 63:1-8 詩篇 32:1-11

以弗所書 3:1-12 使徒行傳 8:14-17 哥林多前書 12:1-11 哥林多前書 12:12-31a 哥林多前書 13:1-13 哥林多前書 15:1-11 哥林多前書 15:12-20 哥林多前書 15:35-38, 42-50 哥林多後書 3:12-4:2 羅馬書 10:8b-13 腓立比書 3:17-4:1 哥林多前書 10:1-13 哥林多後書 5:16-21

馬太福音 2:1-12 路加福音 3:15-17, 21-22 約翰福音 2:1-11 路加福音 4:14-21 路加福音 4:21-30 路加福音 5:1-11 路加福音 6:17-26 路加福音 6:27-38 路加福音 9:28-36 路加福音 4:1-13 路加福音 13:31-35 路加福音 13:1-9 路加福音 15:1-3, 11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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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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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禮

奉獻祈禱 鄭宇輝 黃雪婷 廖金文 梁炳煌 馬安達 何俊彥

當值執事/襄禮

-演講廳
黃錫華 黃錫華 黃錫華 黃錫華 楊偉民 楊偉民 楊偉民 楊偉民 何皓良 何皓良 何皓良 何皓良 何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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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響 - 活動

室
陳君信 陳君皓 梅艷芳 郭雪航 翁鈞宜 陳君信 陳君皓 郭雪航 陳君信 陳君皓 梅艷芳 郭雪航 梅艷芳

音響 - 演講

廳
吳德蘭 鄺發培 翁鈞宜 林清堯 鄺發培 謝劍祥 / 林兆基 林兆基 翁鈞宜 鄺發培 林清堯 林兆基 鄺發培 翁鈞宜

接待員

備註1    就職禮主日 奉獻  聖餐、奉獻  奉獻  聖餐、奉獻   聖樂主日合堂  奉獻  聖餐、奉獻    福音主日

備註2 顯現日 顯現後第一主日 顯現後第二主日 顯現後第三主日 顯現後第四主日 顯現後第五主日 顯現後第六主日 顯現後第七主日 顯現後最後主日 預苦期第一主日 預苦期第二主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 預苦期第四主日

2019年 1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2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3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日期 1月6日 1月13日 1月20日 1月27日 2月3日 2月10日 2月17日 2月24日 3月3日 3月10日 3月17日 3月24日 3月31日

主席 0 梁晴思 曾惠儀 陳舜平 黎潔冰 鄭宇輝 陳舜平 0 黃雪婷 梁晴思 李子悅 0 曾惠儀

宣召  : 以賽亞書 43:1 啟示錄 4:11 路加福音 4:18 耶利米書 31:31 約翰福音 8:12 耶利米書 17:7  : 詩篇 99:5 詩篇 91:14 詩篇 27:1  : 哥林多後書 5:17

講員 合堂 樊翠玲傳道 譚栢霖傳道 黃玉珍牧師 戴國康牧師 方禮賢牧師 譚栢霖傳道 合堂
黃晏鳴傳道(鰂魚涌浸信會

西灣河福音堂)
黃玉珍牧師 何嘉莉傳道 合堂 譚栢霖傳道

講題 0 提摩太，來！承繼使命 萬民？你估我萬能？ 你會是其中一位嗎？ 朋友之道 祢話係就係？！ 彼得後傳 0 0 0 0 0 0

講道經文  : 提摩太後書 2:14-26 馬太福音 28:19-20 路加福音 10:1-16
箴言 27:5-6、9節、約翰福

音15章13-15節
詩篇 138篇 使徒行傳 10:  :  :  :  :  :  :

伴奏     陳舜平    彭尚昊    黃臻穎    陳舜平    陳舜平    2TO1        孔心悅    彭尚昊    黃臻穎        李卓以    

和唱     湯曉烽    何筠苗 廖睿哲    何沛蓁 李天俞    李卓以     何筠苗    馮雋羲 廖睿哲    湯曉烽     許嘉程    李天俞 廖睿哲    湯曉烽    何筠苗     孔心悅    許嘉程

詩歌1 0 你配得至聖尊榮（傳耶穌） 因主的名（ACM）
耶和華恩年已來到 (讚美之

泉)
有一位神(讚美之泉) 真光普照（美樂頌125）

我全心倚靠祢（約書亞樂

團）
0 君王就在這裡(讚美之泉) 0 0 0 0

詩歌2 0
Every move I make（

Hillsong)

全地至高是我主（角聲使

團）
無言的頌讚 不變以馬內利(無言的頌讚) 只向祂讃美（基恩敬拜） 一生的倚靠（約書亞樂團） 0 聖潔的祢 (ACM) 0 0 0 0

詩歌3 0 謝謝你揀選（讚美之泉） 如此認識我（角聲使團） Speak to me (讚美之泉) 神大愛(基恩敬拜) 我們呼求（讚美之泉12） 連於你(玻璃海) 0 只向祂讚美 (基恩敬拜) 0 0 0 0

詩歌4 0 0 0 0 祢是我藏身處(美樂頌96) 0 0 0 0 0 0 0 0

回應詩 0 薪火永傳 忠心至死(ACM) 求充滿這地 (約書亞樂團) 同路人(美樂頌133) 主信實無變(美樂頌) Ocean  hillsong 0 0 0 0 0 0

讀經員 0 黎懿樂 梁芊淋 黎懿珊 鄭浩軒 張綺恒 黃子宇 0 梁芊淋 盧俊亨 黎懿珊 0 何尚昕

 : 詩篇 29:1-11 詩篇 36:5-10 詩篇 19:1-14 詩篇 71:1-6 詩篇 138:1-8 詩篇 1:1-6  : 詩篇 99:1-9 詩篇 91:1-2, 9-16 詩篇 27:1-14  : 詩篇 3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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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事 0 盧俊亨 盧俊亨 曾思潤 曾思潤 許日嘉 許日嘉 0 陳凱晴 陳凱晴 希爾素素 0 希爾素素

音響 0 陳凱晴 陳凱晴 何尚昕 何尚昕 鄭浩軒 鄭浩軒 0 周慧萍 周慧萍 馮雋羲 0 馮雋羲

當值執事/

襄禮
0 廖金文 廖金文 廖金文 鄭宇輝 鄭宇輝 鄭宇輝 0 黃雪婷 黃雪婷 黃雪婷 0 黃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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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安達、黃勝蘇、區銀愛、陳嘉祐、何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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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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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鄭宇輝、楊偉民、陳錦萍、馬安達、黃雪婷 廖金文、馮正奇、黃錫華、李英華、梁炳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