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月1日 1月8日 1月15日 1月22日 1月29日 2月5日 2月12日 2月19日 2月26日 3月5日 3月12日 3月19日 3月26日

主席 馬安達 何皓良 廖金文 曾瑞香 黃勝芬 曾雪梅 黎潔冰 曾惠儀 馬繼強 區銀愛 梁永康 鄭宇輝 馬安達

宣召 以賽亞書 63:7 以賽亞書 42:3 哥林多前書 1:9 詩篇 27:1 哥林多前書 1:18 哥林多前書 2:2 申命記 30:19-20 馬太福音 17:5 詩篇 32:11 約翰福音 3:16 詩篇 95:6 詩篇 23:6 詩篇 130:5

講員 戴國康牧師 黃玉珍牧師 翁競華牧師 李子悅神學生 廖金雲牧師 趙艷桃宣教士(循理差會) 黃玉珍牧師 戴國康牧師 廖金雲牧師 李子悅神學生 黃玉珍牧師 杜雪珍牧師(仁濟醫院基督教院牧部主任院牧) 戴國康牧師

講題 住在裡面 讓我們來讚美！ 神的同在  無限祝福 0 全心信靠 主啊呀!願祢的靈來充滿我 聚精會神對焦神 領袖的典範 0 0 0 0 甚麼是不可不知的？

講道經文 約翰福音 15:4-5 詩篇 113: 創世記 26:2-3-39:3-4  : 詩篇 16: 約翰福音 14:15-21:使徒行傳1:8 哥林多前書 3:1-9 出埃及記 24:12-18  :  :  :  : 以西結書 37:1-14

伴奏 梁穎儀 黃勝芬 李翠玲 林碧嫦 羅煦彤 黃勝芬 梁穎儀 李翠玲 羅煦彤 林碧嫦 梁穎儀 李翠玲 羅煦彤

和唱                         黎潔冰    徐恩靈            伍惠蓮    彭淑嫺                                                            

詩歌1 諸天讚美（世紀頌讚11） 壓傷的蘆葦（天人聖歌52） 祢信實何廣大（世紀頌讚53） 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世紀頌讚62） 耶穌，至高的聖名（世紀頌讚129） 親愛耶穌（世紀頌讚95） 頌讚全能上帝（世紀頌讚14） 因主的名（共享詩歌） 快樂崇拜(生命聖詩) 啊聖潔耶穌（世紀頌讚179） 0 天父領我（頌主新歌491） 思念主恩（宣道出版社-校園頌178）

詩歌2 萬福泉源（世紀頌讚77） 救贖（頌主新歌256） 永活真神 （ACM） 美哉主耶穌（世紀頌讚100） 閃爍的小火花（美樂頌117）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世紀頌讚367

）
當轉眼仰望耶穌（頌主新歌 294） 親眼看見祢（基恩敬拜） 慈悲仁愛上帝(世紀頌讚276) 靠主有福（頌主新歌335） 0 我心獻曲（世紀頌讚29 ） 開我眼睛使我看見（世紀頌讚334 ）

詩歌3 因為愛（美樂頌 54） 平安（同心圓） 有祢同行 （基恩敬拜） 那加利利人耶穌（青聖ll 196） 我們承受的國度（世紀頌讚406） 學生獻詩 祢的話（救世傳播協會）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敬拜者使團

）
憑祢意行(世紀頌讚349) 主信實無變（美樂頌35） 0 主喜悅的事（團契遊樂園） 求聖靈充滿（生命聖詩161）

回應詩 要忠心（青紅 198） 普天下都來頌揚（世纪頌讚16 ） 與神同行 (青年聖歌三196） / 0
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 

(廣東話)（美樂頌45）
成為我異象（世紀頌讚331） 陶造我生命（團契遊樂園） / 0 0 0 0

獻詩 0 0 我的負擔 0 0 0 0 希望、信心、喜樂 0 0 0 0 0

讀經員 陳可榮 郭麗芬 陳笑玲 潘詠儀 黃錫華 蔡文利 蘇玉燕 林清堯 劉笑珍 彭淑嫺 馬繼強 何玲 陳可榮

以賽亞書 63:7-9 以賽亞書 42:1-9 以賽亞書 49:1-7 以賽亞書 9:1-4 彌迦書 6:1-8 以賽亞書 58:1-9a,(9b-12) 申命記 30:15-20 出埃及記 24:12-18 創世記 2:15-17,3:1-7 創世記 12:1-4a 出埃及記 17:1-7 撒母耳記上 16:1-13 以西結書 37:1-14

詩篇 148:1-14 詩篇 29:1-11 詩篇 40:1-11 詩篇 27:1,4-9 詩篇 15:1-5 詩篇 112:1-9,(10) 詩篇 119:1-8 詩篇 2:1-12 詩篇 32:1-11 詩篇 121:1-8 詩篇 95:1-11 詩篇 23:1-6 詩篇 130:1-8

希伯來書 2:10-18 使徒行傳 10:34-43 哥林多前書 1:1-9 哥林多前書 1:10-18 哥林多前書 1:18-31 哥林多前書 2:1-12 哥林多前書 3:1-9 彼得後書 1:16-21 羅馬書 5:12-19 羅馬書 4:1-5,13-17 羅馬書 5:1-11 以弗所書 5:8-14 羅馬書 8:6-11

馬太福音 2:13-23 馬太福音 3:13-17 約翰福音 1:29-42 馬太福音 4:12-23 馬太福音 5:1-12 馬太福音 5:13-20 馬太福音 5:21-37 馬太福音 17:1-9 馬太福音 4:1-11 約翰福音 3:1-17 約翰福音 4:5-42 約翰福音 9:1-41 約翰福音 11:1-45

插花  ( 白 )陳秀儀  ( 白 )呂小燕  ( 綠 )區杏娟  ( 綠 )馮正奇  ( 綠 )胡順琼  ( 綠 )蘇少敏  ( 綠 )吳偉芝  ( 白 )區杏娟  ( 紫 )陳美萍  ( 紫 )陳秀儀  ( 紫 )胡順琼  ( 紫 )蘇少敏  ( 紫 )陳美萍

襄禮 區銀愛、馬安達、鄭宇輝、黃勝蘇、廖金文 區銀愛、楊偉民、鄭宇輝、黃勝蘇、廖金文 何皓良、楊偉民、馮正奇、陳嘉祐、梁永康 何皓良、馬安達、馮正奇、黃錫華、梁永康 黎潔冰、陳錦萍、曾瑞香、陳嘉祐、曾雪梅 黎潔冰、陳錦萍、曾瑞香、黃錫華、曾雪梅

奉獻祈禱 區銀愛 楊偉民 何皓良 馬安達 黎潔冰 陳錦萍

當值執事/襄禮 (禮)何皓良、(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梁永康、(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楊偉民、(活)馮正奇、(演)陳嘉祐 (禮)梁永康、(活)馮正奇、(演)陳嘉祐 (禮)楊偉民、(活)馮正奇、(演)廖金文 (禮)楊偉民、(活)馮正奇、(演)何皓良 (禮)區銀愛、(活)馮正奇、(演)鄭宇輝 (禮)陳嘉祐、(活)馮正奇、(演)何皓良 (禮)區銀愛、(活)馮正奇、(演)鄭宇輝 (禮)鄭宇輝、(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楊偉民、(活)馮正奇、(演)黃錫華 (禮)楊偉民、(活)馮正奇、(演)區銀愛 (禮)鄭宇輝、(活)馮正奇、(演)區銀愛

新地帶當值 0 廖金文 梁永康 廖金文 曾雪梅 廖金文 梁永康 黃錫華 梁永康 曾瑞香 曾雪梅 曾瑞香 曾雪梅

音響 - 禮   堂 陳嘉祐 陳嘉祐 陳舜平 陳舜平 鄭宇輝 鄭宇輝 黃永勝 黃永勝 黃文傑 黃文傑 鄭宇輝 梁鳳屏 黃文傑

音響 - 活動室 蕭嘉信 陳君信 曾惠儀 陳君信 蕭嘉信 劉家良 梁鳳屏 陳君信 陳舜平 陳嘉祐 黃永勝 郭雪航 蕭嘉信

音響 - 演講廳 陳根榮 吳德蘭 黃鍚華 吳德蘭 郭雪航 吳德蘭 梅艷芳 陳根榮 陳根榮 黃鍚華 黃鍚華 吳德蘭 梁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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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職禮(黃牧師) 奉獻   0    0 聖餐、奉獻   0    0 小學生獻唱   教育主日 奉獻   0    0 聖餐、奉獻   0    0 奉獻   0    0 聖餐、奉獻   0

備註2 聖誕後第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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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苦期第五主日

2023 1 月週末崇拜輪值表 2 月週末崇拜輪值表 3 月週末崇拜輪值表

日期 12月31日 1月7日 1月14日 1月21日 1月28日 2月4日 2月11日 2月18日 2月25日 3月4日 3月11日 3月18日 3月25日

主席 0 廖睿哲 李俊強 何曉彤 陳舜平 廖睿哲 李子悅 梁永康 李俊強 陳舜平 廖睿哲 何曉彤 黎潔冰

宣召 以賽亞書 63:7 以賽亞書 42:3 哥林多前書 1:9 詩篇 27:1 哥林多前書 1:18 哥林多前書 2:2 申命記 30:19-20 馬太福音 17:5 詩篇 32:11 約翰福音 3:16 詩篇 95:6 詩篇 23:6 詩篇 130:5

講員 合堂 黃玉珍牧師 陳霞牧師(建道神學院) 李子悅神學生 陳富成傳道(佐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黃晏鳴傳道(元朗浸信會) 黃玉珍牧師 曾文偉牧師 (南亞路德會沐靈堂) 戴國康牧師 李子悅神學生 黃玉珍牧師 黃玉珍牧師 戴國康牧師

講題 0 讓我們來讚美！ 愛不單行 0 立約的下一代 比喻三步曲(三)咩呀?我唔知哦? 聚精會神對焦神 信耶穌，像耶穌 0 0 0 0 內心的吶喊

講道經文  : 詩篇 113: 雅歌 2:8-3:5  : 創世記 38-39: 馬太福音 25:31-46 哥林多前書 3:1-9 路加福音 2:40-52  :  :  :  : 詩篇 130:

伴奏     陳舜平    廖金虹    黃臻穎    劉曉蔚    李卓以    陳舜平    曹恩諾    廖金虹    劉曉蔚    廖金虹    黃臻穎    陳舜平    

和唱     林卓靈    何尚昕        何沛蓁    何尚昕    林卓靈    何沛蓁    何尚昕    林卓靈    何沛蓁    何尚昕    林卓靈    

詩歌1 0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milk & 

honey）
主信實無變（美樂頌）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玻璃海） 甦醒（約書亞樂團） 十架犧牲的愛（薪火敬拜使團） 一首讚美的詩歌（無言的讚頌） 歡欣（讚之歌） 0 0 0 0 0

詩歌2 0 仍然相信你（ACM） 何等恩典（讚美之泉） 神坐著為王（西流記1） 凡事都有可能（約書亞樂團） 神啊祢在哪兒（團契遊樂園） 居於我心（玻璃海）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讚美之泉） 0 0 0 0 0

詩歌3 0 願盡我一生（原始和聲） 慈誠愛索（基恩敬拜） 尋著你的那天（團契遊樂園） 一生的恩惠（原始和聲） 最好的福氣（角聲使團） 耶穌我感謝你（玻璃海） 慈繩愛索（基恩敬拜） 0 0 0 0 0

詩歌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回應詩 0 天地讚美（祢是王） 我們愛 恩典之路（讚美之泉） 0 勇敢走出去(讚美之泉12) 展開清晨的翅膀（讚美之泉）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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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48:1-14 詩篇 29:1-11 詩篇 40:1-11 詩篇 27:1,4-9 詩篇 15:1-5 詩篇 112:1-9,(10) 詩篇 119:1-8 詩篇 2:1-12 詩篇 32:1-11 詩篇 121:1-8 詩篇 95:1-11 詩篇 23:1-6 詩篇 1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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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事 0 何沛蓁 戎正恩 李岳軒 李岳軒 何沛蓁 戎正恩 李岳軒 李岳軒 何沛蓁 林卓靈 李岳軒 李岳軒

音響 0 李岳軒 李岳軒 曾思潤 曾思潤 鄭浩軒 鄭浩軒 曾思潤 曾思潤 李岳軒 李岳軒 鄭浩軒 鄭浩軒

當值 李俊強 李子悅 戴國康牧師 李俊強 李俊強 何曉彤 陳舜平 李子悅 何曉彤 李俊強 陳舜平 李子悅

讀經(主席)

讀經(讀經員

)

讀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