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0月7日 10月14日 10月21日 10月28日 11月4日 11月11日 11月18日 11月25日 12月2日 12月9日 12月16日 12月23日 12月30日

主席 曾雪梅 何俊彥 梁永康 區銀愛 曾惠儀 鄭宇輝 何皓良 馬安達 李俊強 梁炳煌 孔祥威 黎潔冰 廖金文

宣召 希伯來書 2:12 啟示錄 5:12下 詩篇 95:1-2 詩篇 126:3 申命記 6:4-5 詩篇 146:1 詩篇 95:6 詩篇 96:1-2 詩篇 24:9-10 路加福音 1:68 以賽亞書 12:5-6 路加福音 2:14 詩篇 148:13

講員 戴國康傳道 方禮賢傳道 朱莉傳道 黃玉珍牧師 戴國康牧師 方禮賢牧師 廖亦勇牧師(真理基督教會協英堂) 戴國康牧師 黃玉珍牧師 陳月蓮傳道 方禮賢牧師 廖金雲牧師 譚栢霖傳道

講題 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 有了祢 即使平凡卻最重要 石頭記 做夢的人 超越「律法」的規條 惡的后果 「趕」得出，做得到 上帝作王 當挺身昂首 與神摔交--窺見生命的歷程 熱烈地彈琴 熱烈地唱 貫徹始終，賜你平安。 0

講道經文 希伯來書 2:1-18 馬可福音 10:17-31 彼得前書 1:22-2:10 詩篇 126 馬可福音 12:28-34 馬可福音 12:1-11 約翰福音 2:13-22 詩篇 93: 路加福音 21:25-36 創世記 32:22-32 西番雅書 3:14-20 路加福音 2:8-14、約翰福音20：19-23  :

伴奏 林碧嫦 梁穎儀 李翠玲 羅煦彤 黃勝芬 鄧樂施 梁穎儀 林碧嫦 梁穎儀(司琴)、李子悅(結他) 羅煦彤 陳舜平(司琴)、鄭宇輝(鼓) 黃勝芬 李翠玲

和唱 伍惠蓮    彭淑嫺                                           廖金虹        翁鈞宜        黃安妮    孔心悅            翁鈞宜

詩歌1 祂是神 (美樂頌29) 天地讚美（ACM） 來啊!我們要向神歌唱 快樂頌（世紀頌讚2） 除祢以外 - ACM
讚美天上君王（世紀頌讚

21）
頌讚父神偉大權力(世紀頌讚44)

我靈讚美天上君王（頌主新

歌67）

讓我得見你的榮面（讚美之

泉）

歌頌救贖主（頌主新歌

212）
應當稱頌神（基恩）

榮耀歸與最高神（世紀頌讚

551）
天地讚美 (祢是王)

詩歌2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美

樂頌28)

全地至高是我主（角聲使

團）
讚美耶穌(世紀頌讚91) 奇妙救主（世紀頌讚287） 祢是我的神 - ACM

哈利路亞！感謝主（世紀頌

讚209）
歌頌救贖主(世紀頌讚295)

不變以馬內利（無言的讚

頌）
得力在乎祢（角聲使團） 慈繩愛索（基恩敬拜） 高聲頌揚（基恩）

齊來，信主聖徒（世紀頌讚

148）

頌讃全能上帝 (薪火敬拜使

團)

詩歌3 人算甚麼 (美樂頌38) 以感恩為祭（團契遊樂園）
耶和華祢是我的神(讚美之

泉4)

今來感謝恩主（世紀頌讚

305）
祢的話 - 天韻詩集 愛是不保留 主活著（世紀頌讚205） 領我到髑髏地（青藍 90）

尋求祢的面

(復興團契)
藉我賜恩福 頌主477 深刻的愛（讚美之泉） 奇妙聖嬰（世紀頌讚153） 立志擺上 (建道)

詩歌4 藉我賜恩福 (美樂頌122) 0 0 0 0 0 0 0 0 0 0
耶穌，至高的聖名（世紀頌

讚129）
慈繩愛索 (基恩敬拜)

回應詩 祢讓我生命改變  (ACM)
當轉眼仰望耶穌（生命聖詩

293）
堅固磐石 (世紀頌讚322) 0 忠心至死(ACM) 祢許可(ACM) 我寧願有耶穌（美樂頌126） 0 滿有能力（讚美之泉） 主自己(頌主376) 全地至高是我主 (角聲使團) 0 0

獻詩 0 0 讚美之泉 0 0
主信實無變(美樂頌35)(學生

唱)
應許美境 0 0 0 為應許雀躍舞蹈 0 0

讀經員 郭雪航 李晉齡 林清堯 黃錫華 陳可榮 潘詠儀 曾雪梅 彭淑嫺 郭麗芬 高家進 莊珮縈 林清堯 黎玉蘭

創世記 2:18-24 阿摩司書 5:6-7, 10-15 以賽亞書 53:4-12 耶利米書 31:7-9 申命記 6:1-9 列王記上 17:8-16 但以理書 12:1-3 但以理書 7:9-10, 13-14 耶利米書 33:14-16 瑪拉基書 3:1-4 西番雅書 3:14-20 彌迦書 5:2-5a 撒母耳記上 2:18-20, 26

詩篇 8:1-9 詩篇 90:12-17 詩篇 91:9-16 詩篇 126:1-6 詩篇 119:1-8 詩篇 146:1-10 詩篇 16:1-11 詩篇 93:1-5 詩篇 25:1-10 路加福音 1:68-79 以賽亞書 12:2-6 路加福音 1:39-45 詩篇 148:1-14

希伯來書 1:1-4, 2:5-12 希伯來書 4:12-16 希伯來書 5:1-10 希伯來書 7:23-28 希伯來書 9:11-14 希伯來書 9:24-28 希伯來書 10:11-18 啟示錄 1:4b-8 帖撒羅尼迦前書 3:9-13 腓立比書 1:3-11 腓立比書 4:4-7 希伯來書 10:5-10 歌羅西書 3:12-17

馬可福音 10:2-16 馬可福音 10:17-31 馬可福音 10:35-45 馬可福音 10:46-52 馬可福音 12:28-34 馬可福音 12:38-44 馬可福音 13:1-8 約翰福音 18:33-37 路加福音 21:25-36 路加福音 3:1-6 路加福音 3:7-18 路加福音 1:46-55 路加福音 2: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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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  ( 綠 )馮正奇  ( 綠 )易小鳳  ( 綠 )陳美萍  ( 綠 )蔡錦蓉  ( 綠 )梁月英  ( 綠 )馮正奇  ( 綠 )蔡錦蓉  ( 紫 )易小鳳  ( 藍/紫 )梁月英  ( 藍/紫 )蔡錦蓉  ( 藍/紫 )陳美萍  ( 藍/紫 )馮正奇  ( 白 )梁韋妮

襄禮

當值執事/襄禮

-演講廳
廖金文 廖金文 廖金文 廖金文 李俊強 李俊強 李俊強 何皓良 鄭宇輝 鄭宇輝 廖金文 鄭宇輝 鄭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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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響 - 活動

室
陳君信 郭雪航 陳君皓 吳德蘭 郭雪航 陳君信 陳君皓 吳德蘭 郭雪航 陳君信 陳君皓 郭雪航 陳君信

音響 - 演講

廳
林清堯 鄺發培 翁鈞宜 鄺發培 林清堯 翁鈞宜 鄺發培 林清堯 翁鈞宜 鄺發培 林清堯 翁鈞宜 鄺發培

接待員

備註1  奉獻    (下午按牧禮)---合堂   奉獻   教育主日合堂  聖餐、奉獻  奉獻  
聖餐、奉獻   聖誕崇拜暨轉

會、灑禮及嬰兒奉獻禮合堂
 

備註2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六主日 基督君王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聖誕後第一主日

2018年 10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11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12 月青少年主日崇拜輪值表

日期 10月7日 10月14日 10月21日 10月28日 11月4日 11月11日 11月18日 11月25日 12月2日 12月9日 12月16日 12月23日 12月30日

主席 曾惠儀 梁晴思 0 黃安婷 李子悅 0 譚栢霖傳道 陳舜平 黎潔冰 廖金文 梁晴思 0 梁永康

宣召 希伯來書 2:12 希伯來書 4:14  : 詩篇 126:3 申命記 6:4-5  : 希伯來書 10:23 啟示錄 1:8 詩篇 108:3-5 詩篇 106:1 詩篇 98:4-6  : 詩篇 66:1-2

講員 譚栢霖傳道 黃玉珍傳道 合堂 譚栢霖傳道 方禮賢牧師 合堂 歐慧萍傳道 區寶儀傳道 譚栢霖傳道 戴國康牧師 譚得賢傳道(宣道會青怡堂) 合堂 方禮賢牧師

講題 今次「點」收「科」？ 誰掌管金錢 0 延Dav攻略 Instagram 0 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敢說「無用」的僕人 圍爐取暖 幻想、夢想、理想 感恩與決心 0 BE THE BEST

講道經文 撒母耳記下 24:1-25 馬可福音 10:17-31  : 撒母耳記下 11章 羅馬書 12:1-8  : 路加福音 10:38-42 路加福音 17:1-10 列王記上 12:1-15 詩篇 1:1-2 約書亞記 24:14-28  : 歌羅西書 3:12-17

伴奏 黃臻穎    孔心悅        曹殷圖    黃臻穎        曹殷圖    黃臻穎    李卓以    陳舜平    鄧啓瑨        黃臻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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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1 讓讚美飛揚 - 讚美之泉 君王就在這裡（讚美之泉） 0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最美好 盡力愛你 (同心圓) 0 天地讚美 (ACM) 日日夜夜（讚美之泉） 祢是榮耀君王（美樂頌25）
頌讃全能上帝 (薪火敬拜使

團)
因祢榮耀（角聲使團） 0 0

詩歌2 榮耀耶穌 - 耶穌抱抱1 一生都足夠（ACM） 0
活著為要敬拜祢（讚美之

泉）
是你最重要(西流記三) 0 歡欣(美樂頌26) 祢能Stronger (Hill Song) EMMANUEL（美樂頌72） 祢成就救恩 (ACM) 天天歌唱（角聲使團） 0 0

詩歌3 尋求祢的面（復興團契） 最好的福氣（角聲使團） 0 永遠稱頌祢 傾倒(讚美之泉) 0 頌讚你Hallelujah(ACM) 獻上頌讚Shout to Lord 是祢最重要（共享詩歌） 如此認識我 (角声使團) 煉淨我（讚美之泉） 0 0

詩歌4 0 0 0 0 0 0 0
What a beautiful name （

Hill Song）
0 十架的冠冕 (共享詩歌) 0 0 0

回應詩 主信實無變（美樂頌35） 傾倒（讚美之泉） 0 十架犧牲的愛 如此認識我( 角聲使團) 0 歡欣(美樂頌26) 找到我（約書亞樂團） 輕輕聽 祢的話 (天韻詩歌) 0 0 立志擺上 (建道)

讀經員 盧俊亨 孔令弦 0 黎懿樂 彭尚昊 0 黎懿樂 張綺恒 盧俊亨 彭尚昊 黎懿樂 0 張綺恒

創世記 2:18-24 阿摩司書 5:6-7, 10-15  : 耶利米書 31:7-9 申命記 6:1-9  : 但以理書 12:1-3 但以理書 7:9-10, 13-14 耶利米書 33:14-16 瑪拉基書 3:1-4 西番雅書 3:14-20  : 撒母耳記上 2:18-20, 26

馬可福音 10:2-16 馬可福音 10:17-31  : 馬可福音 10:46-52 馬可福音 12:28-34  : 馬可福音 13:1-8 約翰福音 18:33-37 路加福音 21:25-36 路加福音 3:1-6 路加福音 3:7-18  : 路加福音 2:41-52

司事 李天俞 李天俞 0 盧俊亨 盧俊亨 0 何筠苗 李天俞 李天俞 何筠苗 何筠苗 0 孔心悅

音響 何尚昕 何尚昕 0 廖睿哲 湯曉烽 0 孔令弦 孔令弦 何尚昕 何尚昕 湯曉烽 0 湯曉烽

當值執事/

襄禮
黃雪婷 黃雪婷 0 黃雪婷 鄭宇輝 0 鄭宇輝 鄭宇輝 梁永康 梁永康 梁永康 0 梁永康

備註 0 奉獻 0 0 0 0 0 聖餐、奉獻 0 奉獻 0 0 0

讀經

陳錦萍、陳玉英、陳文芳、梁阿妹、梁振芬、黎玉蘭、呂小燕、蘇玉燕、黃勝恩、李英華、楊偉民、黃錫華 陳錦萍、陳玉英、陳文芳、梁阿妹、梁振芬、黎玉蘭、呂小燕、蘇玉燕、黃勝恩、李英華、楊偉民、黃錫華 陳錦萍、陳玉英、陳文芳、梁阿妹、梁振芬、黎玉蘭、呂小燕、蘇玉燕、黃勝恩、李英華、楊偉民、黃錫華

讀經

楊偉民、區銀愛、黃雪婷、何皓良、陳錦萍黃勝蘇、鄭宇輝、楊偉民、梁永康、李俊強 馮正奇、廖金文、梁永康、黃錫華、黎潔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