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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崇拜 講員 題目 經文

1 21年12月3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暫停一次 - -

1 22年1月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復 ‧ 視」之序：看見群體 創世記 11:1-9

1 22年1月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生命徹底改造工程 哥林多前書3:7-15

1 22年1月6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生命徹底改造工程 哥林多前書3:7-15

2 22年1月7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塑生命的起點：靈修 馬可福音1:35, 約翰福音15:5, 雅各書4:8上

2 22年1月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鄧啟耀牧師 生命徹底改造工程 哥林多前書3:7-15

2 22年1月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塑生命的起點：靈修 馬可福音1:35, 約翰福音15:5, 雅各書4:8上

2 22年1月13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塑生命的起點：靈修 馬可福音1:35, 約翰福音15:5, 雅各書4:8上

3 22年1月14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暫停一次 - -

3 22年1月1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塑生命的起點：靈修 馬可福音1:35, 約翰福音15:5, 雅各書4:8上

3 22年1月16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慧珊傳道 「心」的奧秘 馬太福音13:10-18

3 22年1月20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好土結好果 馬太福音13:18-23

4 22年1月2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4 22年1月2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慧珊傳道 「心」的奧秘 馬太福音13:10-18

4 22年1月23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逆風翱翔 以賽亞書40:27-31

4 22年1月27日 週四長青崇拜 顏沛恩傳道 逆風翱翔 以賽亞書40:27-31

5 22年1月2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5 22年1月2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逆風翱翔 以賽亞書40:27-31

5 22年1月30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除舊佈新 以弗所書 4:21-32

5 22年2月3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俊賢傳道 除舊佈新 以弗所書 4:21-32

6 22年2月4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6 22年2月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除舊佈新 以弗所書 4:21-32

6 22年2月6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竭力追求 腓立比書 3:12-16

6 22年2月10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竭力追求 腓立比書 3:12-16

7 22年2月1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7 22年2月12日 週六直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作個榮耀的教會 以弗所書1:22-23，5:21-33

7 22年2月13日 主日直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作個榮耀的教會 以弗所書1:22-23，5:21-33

7 22年2月17日 週四直播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真·平安 詩篇121:1-8

8 22年2月1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8 22年2月1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8 22年2月20日 主日直播崇拜 陳偉傑傳道 耶穌是世界的光 約翰福音8:12-20

8 22年2月2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9 22年2月25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9 22年2月2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9 22年2月27日 主日錄播崇拜 顏沛恩傳道 逆境中的盼望 詩篇42

9 22年3月3日 週四長青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0 22年3月4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0 22年3月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0 22年3月6日 主日錄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信仰的力量－逆境中見真章 哥林多後書4:7-11

10 22年3月10日 週四長青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1 22年3月1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1 22年3月1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1 22年3月13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逆境中的生活態度 腓立比書4:4-1 3

11 22年3月17日 週四長青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2 22年3月1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2 22年3月1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2 22年3月20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李俊賢傳道 迎接耶穌進城的人 路加福音19:28-44

12 22年3月2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3 22年3月25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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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2年3月2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3 22年3月27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李慧珊傳道 提升生命的信心 雅歌1:1-12

13 22年3月3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4 22年4月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4 22年4月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4 22年4月3日 主日錄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我們向世人傳什麼? 以賽亞書53:1-6

14 22年4月7日 週四長青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5 22年4月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5 22年4月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5 22年4月10日 主日錄播崇拜 顏沛恩傳道 埋單點找數？ 馬太福音7: 13-14

15 22年4月1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6 22年4月15日 受苦節直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幽谷之歌 詩篇22、23

16 22年4月1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16 22年4月17日 復活節主日直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復活大能勝危難 馬可福音16:1-20

16 22年4月2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7 22年4月22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7 22年4月2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7 22年4月24日 主日午堂崇拜 田智聰神學生 參孫兩次的呼求 士師記15:18、16:28-31

17 22年4月28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誰是我的鄰舍？ 路加福音10:25-29

18 22年4月29日 週五晚堂崇拜 - - 疫情緣故暫停 - -

18 22年4月3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埋單點找數？ 馬太福音7: 13-14

18 22年5月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一)－撒種的比喻 馬太福音13:1-23

18 22年5月5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一)－撒種的比喻 馬太福音13:1-23

19 22年5月6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亂世中的母親 民數記26:59、加拉太書1:4

19 22年5月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一)－撒種的比喻 馬太福音13:1-23

19 22年5月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亂世中的母親 民數記26:59、加拉太書1:4

19 22年5月12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歸榮耀與神 路加福音17:11-19

20 22年5月13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突破想像的福音 使徒行傳10:1-23

20 22年5月1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亂世中的母親 民數記26:59、加拉太書1:4

20 22年5月1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突破想像的福音 使徒行傳10:1-23

20 22年5月19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俊賢傳道 突破想像的福音 使徒行傳10:1-23

21 22年5月20日 週五晚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必再來(上)－末日預兆 馬太福音24:1-14

21 22年5月2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突破想像的福音 使徒行傳10:1-23

21 22年5月2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必再來(上)－末日預兆 馬太福音24:1-14

21 22年5月26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必再來(上)－末日預兆 馬太福音24:1-14

22 22年5月27日 週五晚堂崇拜 陳偉傑傳道 讓我看見祢所看見的 馬可福音6:30-44

22 22年5月2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必再來(上)－末日預兆 馬太福音24:1-14

22 22年5月2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陳偉傑傳道 讓我看見祢所看見的 馬可福音6:30-44

22 22年6月2日 週四長青崇拜 陳偉傑傳道 讓我看見祢所看見的 馬可福音6:30-44

23 22年6月3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02之麥子和稗子的比喻 馬太福音13:24-30，36-43

23 22年6月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陳偉傑傳道 讓我看見祢所看見的 馬可福音6:30-44

23 22年6月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02之麥子和稗子的比喻 馬太福音13:24-30，36-43

23 22年6月9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02之麥子和稗子的比喻 馬太福音13:24-30，36-43

24 22年6月10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如何讀通啟示錄 啟示錄1:1-3，22:18-19

24 22年6月1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02之麥子和稗子的比喻 馬太福音13:24-30，36-43

24 22年6月1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如何讀通啟示錄 啟示錄1:1-3，22:18-19

24 22年6月16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如何讀通啟示錄 啟示錄1:1-3，22:18-19

25 22年6月17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使人由絕望變為驚奇的福音 路加福音8:41-56

25 22年6月1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絕地一搏的父親 路加福音8: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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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2年6月1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使人由絕望變為驚奇的福音 路加福音8:41-56

25 22年6月23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俊賢傳道 「女兒，你的信救了你」 路加福音8:41-56

26 22年6月24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啟示錄的的三個再思 啟示錄7:9-10，19:1 

26 22年6月2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啟示錄的的三個再思 啟示錄7:9-10，19:1 

26 22年6月26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啟示錄的的三個再思 啟示錄7:9-10，19:1 

26 22年6月30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珍貴時刻四步曲 提摩太後書3:16-17

27 22年7月1日 週五晚堂崇拜

27 22年7月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27 22年7月3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03之芥菜種的比喻 馬太福音13:31-32

27 22年7月7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04之芥菜種的比喻 馬太福音13:31-33

28 22年7月8日 週五晚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雙刃劍 創世記4:1-16

28 22年7月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鄧啟耀牧師 天國的比喻04之芥菜種的比喻 馬太福音13:31-33

28 22年7月10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雙刃劍 創世記4:1-16

28 22年7月14日 週四長青崇拜 顏沛恩傳道 雙刃劍 創世記4:1-16

29 22年7月15日 週五晚堂崇拜 小兵宣教士 五餅二魚：十年宣教路的神蹟 約翰福音6:1-15

29 22年7月1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小兵宣教士 五餅二魚：十年宣教路的神蹟 約翰福音6:1-15

29 22年7月17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小兵宣教士 五餅二魚：十年宣教路的神蹟 約翰福音6:1-15

29 22年7月21日 週四長青崇拜 小兵宣教士 五餅二魚：十年宣教路的神蹟 約翰福音6:1-15

30 22年7月22日 週五晚堂崇拜

30 22年7月2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30 22年7月24日 夏令會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絕處逢生 走出危難 哥林多後書4:7-18

30 22年7月28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人生∙召命 以斯帖記4:12-17

31 22年7月29日 週五晚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必再來(下)－大災難與大審判 馬太福音24:15-22，25:31-36,41-43,46

31 22年7月3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陳偉傑傳道 逆境中的讚美 詩篇117

31 22年7月3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必再來(下)－大災難與大審判 馬太福音24:15-22，25:31-36,41-43,46

31 22年8月4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必再來(下)－大災難與大審判 馬太福音24:15-22，25:31-36,41-43,46

32 22年8月5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基督是一切的根基 哥林多前書2:12-3:3, 3:10-15

32 22年8月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康力傳道 基甸被召 士師記6:1-32

32 22年8月7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基督是一切的根基 哥林多前書2:12-3:3, 3:10-15

32 22年8月11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基督是一切的根基 哥林多前書2:12-3:3, 3:10-15

33 22年8月12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慧珊傳道 做耶穌所做的 約翰福音13:1-20

33 22年8月1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基督是一切的根基 哥林多前書2:12-3:3, 3:10-15

33 22年8月14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慧珊傳道 做耶穌所做的 約翰福音13:1-20

33 22年8月18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做耶穌所做的 約翰福音13:1-20

34 22年8月19日 週五晚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來，傳一個和平的福音！ 以弗所書2:13-18

34 22年8月2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創世故事中看「失序」與「美好」 創世記1:1-2:3

34 22年8月2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來，傳一個和平的福音！ 以弗所書2:13-18

34 22年8月25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來，傳一個和平的福音！ 以弗所書2:13-18

35 22年8月26日 週五晚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行步見步 2.0 馬可福音4:35-41

35 22年8月2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朱子欽傳道 來，傳一個和平的福音！ 以弗所書2:13-18

35 22年8月2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溫艾衛傳道 面對忙碌 路加福音10：38-42

35 22年9月1日 週四長青崇拜 顏沛恩傳道 行步見步 2.0 馬可福音4:35-41

36 22年9月2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以身體去榮耀神 哥林多前書6:12-20, 10:23-24

36 22年9月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行步見步 2.0 馬可福音4:35-41

36 22年9月4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以身體去榮耀神 哥林多前書6:12-20, 10:23-24

36 22年9月8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以身體去榮耀神 哥林多前書6:12-20, 10:23-24

37 22年9月9日 週五晚堂崇拜

37 22年9月1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37 22年9月1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颱風緣故 暫停一次

颱風緣故 暫停一次

夏令會 暫停一次

夏令會 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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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2年9月15日 週四長青崇拜

38 22年9月16日 週五晚堂崇拜

38 22年9月1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38 22年9月1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38 22年9月22日 週四長青崇拜

39 22年9月23日 週五晚堂崇拜

39 22年9月2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39 22年9月2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39 22年9月29日 週四長青崇拜

40 22年9月30日 週五晚堂崇拜

40 22年10月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0 22年10月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0 22年10月6日 週四長青崇拜

41 22年10月7日 週五晚堂崇拜

41 22年10月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1 22年10月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1 22年10月13日 週四長青崇拜

42 22年10月14日 週五晚堂崇拜

42 22年10月1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2 22年10月16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2 22年10月20日 週四長青崇拜

43 22年10月21日 週五晚堂崇拜

43 22年10月2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3 22年10月23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3 22年10月27日 週四長青崇拜

44 22年10月28日 週五晚堂崇拜

44 22年10月2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4 22年10月30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4 22年11月3日 週四長青崇拜

45 22年11月4日 週五晚堂崇拜

45 22年11月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5 22年11月6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5 22年11月10日 週四長青崇拜

46 22年11月11日 週五晚堂崇拜

46 22年11月1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6 22年11月13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6 22年11月17日 週四長青崇拜

47 22年11月18日 週五晚堂崇拜

47 22年11月1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7 22年11月20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7 22年11月24日 週四長青崇拜

48 22年11月25日 週五晚堂崇拜

48 22年11月2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8 22年11月27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8 22年12月1日 週四長青崇拜

49 22年12月2日 週五晚堂崇拜

49 22年12月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49 22年12月4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49 22年12月8日 週四長青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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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2年12月9日 週五晚堂崇拜

50 22年12月1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50 22年12月1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50 22年12月15日 週四長青崇拜

51 22年12月16日 週五晚堂崇拜

51 22年12月1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51 22年12月1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51 22年12月22日 週四長青崇拜

52 22年12月23日 週五晚堂崇拜

52 22年12月2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52 22年12月2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52 22年12月29日 週四長青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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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年01月0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 21年01月0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 21年01月03日 主日錄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主賜我悟性 詩篇119:34、73、125、144

1 21年01月07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2 21年01月0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2 21年01月0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2 21年01月10日 主日錄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作有深度的基督徒 腓立比書1:9-11

2 21年01月1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3 21年01月15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3 21年01月1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3 21年01月17日 主日錄播崇拜 顏沛恩傳道 「夠鹹．夠照」的基督門徒 馬太福音5:13-16

3 21年01月2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4 21年01月22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4 21年01月2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4 21年01月24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看不見中看見神 民數記22: 22-35

4 21年01月28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5 21年01月29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5 21年01月3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5 21年01月31日 主日錄播崇拜 林燕傳道 從新開始 從根基開始 馬可福音9：2-9

5 21年02月0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6 21年02月05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6 21年02月0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6 21年02月07日 主日錄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牛年真福氣(上) 約伯記22：21-28

6 21年02月1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7 21年02月12日 週五晚堂崇拜 -- 本週為聯合崇拜

7 21月02月1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本週為聯合崇拜

7 21年02月14日 新春聯合崇拜(錄播) 鄧啟耀牧師 牛年真福氣(下) 以弗所書1：3-14

7 21年02月18日 週四長青崇拜 -- 本週為聯合崇拜

8 21年02月19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8 21年02月2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8 21年02月21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李慧珊傳道 跟隨主基督 路加福音14:25-27

8 21年02月25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9 21年02月26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9 21年02月2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9 21年02月28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背起十架的福音 馬可福音8:31-9:1

9 21年03月0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0 21年03月05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0 21年03月0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0 21年03月07日 主日錄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把罪連根拔起的福音 哥林多後書5:17-19

10 21年03月1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1 21年03月12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1 21年03月1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1 21年03月14日 主日錄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何謂「信」耶穌？ 使徒行傳2: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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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1年03月18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2 21年03月19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2 21年03月2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2 21年03月21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學效基督的順從 希伯來書5:5-10

12 21年03月25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3 21年03月26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3 21年03月2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3 21年03月28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基督凱旋的頌歌 腓立比書2:5-10

13 21年04月0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4 21年04月02日 受苦節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在逆境中毫不動搖的盼望 希伯來書10:16-25

14 21年04月0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14 21年04月04日 復活節崇拜 鄧啟耀牧師 主復活！ 馬可福音 16:1-18, 馬太福音 28:1-20

14 21年04月08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主復活！ 馬可福音 16:1-18, 馬太福音 28:1-20

15 21年04月09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門徒系列之四－

重生真義 之 門徒必須重生
約翰福音3:3-8

15 21年04月1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鄧啟耀牧師 主復活！ 馬可福音 16:1-18, 馬太福音 28:1-20

15 21年04月1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門徒系列之四－

重生真義 之 門徒必須重生
約翰福音3:3-8

15 21年04月15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門徒系列之四－

重生真義 之 門徒必須重生
約翰福音3:3-8

16 21年04月16日 週五晚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金牛犢 – 僭建的信 出埃及記32

16 21年04月1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同根—同行‧扎根‧跟隨神 （上） 馬太福音 7:24-27

16 21年04月1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金牛犢 – 僭建的信 出埃及記32

16 21年04月22日 週四長青崇拜 顏沛恩傳道 金牛犢 – 僭建的信 出埃及記32

17 21年04月23日 週五晚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得勝的宣告 馬太福音8:1-3, 哥林多後書12:7-9  

17 21年04月2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突破律法 省察內心 馬太福音15:1-20

17 21年04月2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得勝的宣告 馬太福音8:1-3, 哥林多後書12:7-9  

17 21年04月29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得勝的宣告 馬太福音8:1-3, 哥林多後書12:7-9  

18 21年04月30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門徒系列之五－天路與您同行希伯來書10:19-25

18 21年05月0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同根—同行‧扎根‧跟隨神 （中） 馬可福音 2:1-12

18 21年05月0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門徒系列之五－天路與您同行希伯來書10:19-25

18 21年05月06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門徒系列之五－天路與您同行希伯來書10:19-25

19 21年05月07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母親的尊榮 箴言31:28-31

19 21年05月0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母親的尊榮 箴言31:28-31

19 21年05月0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母親的尊榮 箴言31:28-31

19 21年05月13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母親的尊榮 箴言31:28-31

20 21年05月14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慧珊傳道 清理未了結的賬─饒恕 馬太福音18:21-35

20 21年05月1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金牛犢 – 僭建的信 出埃及記32

20 21年05月16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慧珊傳道 清理未了結的賬─饒恕 馬太福音18:21-35

20 21年05月20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清理未了結的賬─饒恕 馬太福音18:21-35

21 21年05月21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聖靈降臨期－

從亞伯拉罕看應許與等候
創世記15:1-6 ; 21:1-6

21 21年05月2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陳偉傑助理傳道 成長之路 創世記37、39

21 21年05月23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聖靈降臨期－

從亞伯拉罕看應許與等候
創世記15:1-6 ;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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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年05月27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俊賢傳道
聖靈降臨期－

從亞伯拉罕看應許與等候
創世記15:1-6 ; 21:1-6

22 21年05月28日 週五晚堂崇拜 陳小麗牧師 忠心事主 提摩太後書4:7-8

22 21年05月2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朱子欽傳道 甘心付出 加拉太書2:20

22 21年05月30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陳小麗牧師 忠心事主 提摩太後書4:7-8

22 21年06月03日 週四長青崇拜 陳小麗牧師 忠心事主 提摩太後書4:7-8

23 21年06月04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今天的馬其頓呼聲 使徒行傳16:6-10

23 21年06月0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梁志明傳道 也不貧窮也不富足 箴言30:7-9

23 21年06月06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今天的馬其頓呼聲 使徒行傳16:6-10

23 21年06月10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今天的馬其頓呼聲 使徒行傳16:6-10

24 21年06月11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的門徒(六)_ 與神同行 進入人群使徒行傳 17:16-34

24 21年06月1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鄧啟耀牧師 今天的馬其頓呼聲 使徒行傳16:6-13

24 21年06月13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的門徒(六)_ 與神同行 進入人群使徒行傳 17:16-34

24 21年06月17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的門徒(六)_ 與神同行 進入人群使徒行傳 17:16-34

25 21年06月18日 週五晚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天父心曲 – 爸爸唔易做 路加福音15:20-24, 27-28, 31-32, 1-3

25 21年06月1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亞伯拉罕看應許與等候 創世記15:1-6 ; 21:1-6

25 21年06月20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天父心曲 – 爸爸唔易做 路加福音15:20-24, 27-28, 31-32, 1-3

25 21年06月24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天父心曲 – 爸爸唔易做 路加福音15:20-24, 27-28, 31-32, 1-3

26 21年06月25日 週五晚堂崇拜 陳偉傑助理傳道 神與我同在 創世記 37、39

26 21年06月2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慧珊傳道 天父爸爸 馬太福音6:9-13

26 21年06月27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陳偉傑助理傳道 神與我同在 創世記 37、39

26 21年07月01日 週四長青崇拜 陳偉傑助理傳道 神與我同在 創世記 37、39

27 21年07月02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的門徒(八)－不做 “廢鹽” ! 馬太福音5:13

27 21年07月0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Go home and tell what

God has done for you
路加福音 8:26-39

27 21年07月04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的門徒(八)－不做 “廢鹽” ! 馬太福音5:13

27 21年07月08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的門徒(八)－不做 “廢鹽” ! 馬太福音5:13

28 21年07月09日 週五晚堂崇拜 歡恩宣教士 你有永生嗎？ 馬可福音10:17-30

28 21年07月1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歡恩宣教士 你有永生嗎？ 馬可福音10:17-30

28 21年07月1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歡恩宣教士 你有永生嗎？ 馬可福音10:17-30

28 21年07月15日 週四長青崇拜 歡恩宣教士 你有永生嗎？ 馬可福音10:17-30

29 21年07月16日 週五晚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童女唔易做 馬太福音25:1-13

29 21年07月1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林可豐神學生 唔講錢 唔通講心咩 哥林多後書8:1-15

29 21年07月1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童女唔易做 馬太福音25:1-13

29 21年07月22日 週四長青崇拜 顏沛恩傳道 童女唔易做 馬太福音25:1-13

30 21年07月23日 夏令會週五晚會 鄧啟耀牧師 逆流而上 乘風而飛 以弗所書5:15-21

30 21年07月2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夏令會緣故暫停 - -

30 21年07月2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飛得更高更遠 以賽亞書6:1-8

30 21年07月29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飛得更高更遠 以賽亞書6:1-8

31 21年07月30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門徒系列(九)－被神興起的人 耶利米書23:5

31 21年07月3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耶穌榮耀進城時人的不同反應 路加福音19: 28-44

31 21年08月0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門徒系列(九)－被神興起的人 耶利米書23:5

31 21年08月05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真門徒系列(九)－被神興起的人 耶利米書23:5

32 21年08月06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代代相傳的門徒生命 提摩太後書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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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1年08月0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代代相傳的門徒生命 提摩太後書2:1-3

32 21年08月0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代代相傳的門徒生命 提摩太後書2:1-3

32 21年08月12日 週四長青崇拜 陳偉傑助理傳道 神與我同在 創世記 37、39章

33 21年08月13日 週五晚堂崇拜 黎雅聰傳道 活出見證 羅馬書15:1-13

33 21年08月1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葉晞諒傳道 流離失所的教會⋯與上主？ 以西結書1:1-28

33 21年08月1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黎雅聰傳道 活出見證 羅馬書15:1-13

33 21年08月19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築祭壇 創世記12:1-9；13:1-4，14-18

34 21年08月20日 週五晚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12」的醫治 馬可福音5:21-43

34 21年08月2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要警醒！咁大件事冇人講 馬太福音25:1-13

34 21年08月2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12」的醫治 馬可福音5:21-43

34 21年08月26日 週四長青崇拜 顏沛恩傳道 「12」的醫治 馬可福音5:21-43

35 21年08月27日 週五晚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罪人的服事 – 愛的服事 路加福音7:36-50

35 21年08月2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作僕人的呼召 耶利米書1:1-10；以賽亞書49:1-6

35 21年08月2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罪人的服事 – 愛的服事 路加福音7:36-50

35 21年09月02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罪人的服事 – 愛的服事 路加福音7:36-50

36 21年09月03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拾作門徒群體的呼召 耶利米書1:1-10；以賽亞書49:1-6

36 21年09月0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燕尾蝶Project 尼希米記2:1-8

36 21年09月0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拾作門徒群體的呼召 耶利米書1:1-10；以賽亞書49:1-6

36 21年09月09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拾作門徒群體的呼召 耶利米書1:1-10；以賽亞書49:1-6

37 21年09月10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必須述説的事 約翰福音12:1-8

37 21年09月1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鄧啟耀牧師 必須述説的事 約翰福音12:1-8

37 21年09月1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必須述説的事 約翰福音12:1-8

37 21年09月16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必須述説的事 約翰福音12:1-8

38 21年09月17日 週五晚堂崇拜 陳偉傑傳道 饒恕，帶我們進入神豐盛的應許 創世記 45:1-15，50:20，24

38 21年09月1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被召喚去重建的身份 尼希米記2:1-8

38 21年09月1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陳偉傑傳道 饒恕，帶我們進入神豐盛的應許 創世記 45:1-15，50:20，24

38 21年09月23日 週四長青崇拜 陳偉傑傳道 饒恕，帶我們進入神豐盛的應許 創世記 45:1-15，50:20，24

39 21年09月24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尼希米看「身份」與「重建」 尼2:1-8；10:28-29

39 21年09月2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陳偉傑傳道 饒恕，帶我們進入神豐盛的應許 創世記 45:1-15，50:20，24

39 21年09月26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尼希米看「身份」與「重建」 尼2:1-8；10:28-31

39 21年09月30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尼希米看「身份」與「重建」 尼2:1-8；10:28-32

40 21年10月01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以家為本的門徒群體 瑪4:4-6；太6:9-10；路1:15-17

40 21年10月0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耶穌升天前的囑咐 太28:19-20

40 21年10月03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以家為本的門徒群體 瑪4:4-6；太6:9-10；路1:15-17

40 21年10月07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以家為本的門徒群體 瑪4:4-6；太6:9-10；路1:15-17

41 21年10月08日 週五晚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以神為神  得勝巨人 申1:3-4, 19-46, 2:30-33, 3:1-3, 11, 4:39

41 21年10月0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以家為本的門徒群體 瑪4:4-6；太6:9-10；路1:15-17

41 21年10月10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以神為神  得勝巨人 申1:3-4, 19-46, 2:30-33, 3:1-3, 11, 4:39

41 21年10月14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以神為神  得勝巨人 申1:3-4, 19-46, 2:30-33, 3:1-3, 11, 4:39

42 21年10月15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成為醫治釋放的門徒群體 出15:22-27；雅5:13-16

42 19月10月1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風暴中睡覺的耶穌？ 可4:35-41

42 21年10月17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成為醫治釋放的門徒群體 出15:22-27；雅5:13-16

42 21年10月21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成為醫治釋放的門徒群體 出15:22-27；雅5: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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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1年10月22日 週五晚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換季 ‧ 變裝 徒2:40-47

43 21年10月2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朱可兒助理傳道 如此認識我 詩139:1-24

43 21年10月24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換季 ‧ 變裝 徒2:40-47

43 21年10月28日 週四長青崇拜 顏沛恩傳道 換季 ‧ 變裝 徒2:40-47

44 21年10月29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慧珊傳道 領受膏抹‧加倍祝福 賽61:1-7

44 21年10月3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換季 ‧ 變裝 徒2:40-47

44 21年10月3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慧珊傳道 領受膏抹‧加倍祝福 賽61:1-7

44 21年11月04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領受膏抹‧加倍祝福 賽61:1-7

45 21年11月05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不要像愚昧人 弗5:6-21

45 21年11月0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牧羊人、音樂人、匠人之鼻祖 創4:19-26

45 21年11月07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不要像愚昧人 弗5:6-21

45 21年11月11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不要像愚昧人 弗5:6-21

46 21年11月12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如何面對末世的徵兆 可13:1-8；但12:1-3

46 21年11月1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鄧啟耀牧師 不要像愚昧人 弗5:6-21

46 21年11月14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如何面對末世的徵兆 可13:1-8；但12:1-3

46 21年11月18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福杯滿溢 詩92:12-15

47 21年11月19日 週五晚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徒8:26-37；可6:45-52；約16:12-15

47 21年11月2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慧珊傳道 來喝生命的活水 約7:37-39

47 21年11月2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徒8:26-37；可6:45-52；約16:12-15

47 21年11月25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徒8:26-37；可6:45-52；約16:12-15

48 21年11月26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風暴平靜後的懼怕？ 可4:35-41

48 21年11月2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胡裕勇先生 Jesus’s Strategy — Pray Care Share 路10:1-9，17-22

48 21年11月2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風暴平靜後的懼怕？ 可4:35-41

48 21年12月02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俊賢傳道 風暴平靜後的懼怕？ 可4:35-41

49 21年12月03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溪邊的樹 詩1:1-6

49 21年12月0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林可豐神學生 復視－恢復基督徒的視野 約13:1-5、14-15

49 21年12月0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溪邊的樹 詩1:1-6

49 21年12月09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溪邊的樹 詩1:1-6

50 21年12月10日 週五晚堂崇拜 陳偉傑傳道 我是生命的糧 約6:22-59

50 21年12月1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末世燈臺 可13:1-8, 但12:1-3

50 21年12月1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陳偉傑傳道 我是生命的糧 約6:22-59

50 21年12月16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奇異恩典 弗2:1-10

51 21年12月17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兩個蒙恩女子的聖誕故事 路 1:39–45

51 21年12月1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耶穌來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路19:1-10

51 21年12月1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兩個蒙恩女子的聖誕故事 路 1:39–45

51 21年12月23日 週四長青崇拜 陳偉傑傳道 我是生命的糧 約6:22-59

52 21年12月24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平安夜佈道晚會「怒海中的平安」約16:33

52 21年12月2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 聖誕活動「Jesco」 - -

52 21年12月26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鱗片的故事 徒9:1-20

52 21年12月30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年歲冠冕 詩6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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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年01月03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建大衛的帳幕 阿摩司書9:11-15

1 20年01月0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繼續興起、繼續發光 以賽亞書60:1-7

1 20年01月0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建大衛的帳幕 阿摩司書9:11-15

1 20年01月09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建大衛的帳幕 阿摩司書9:11-15

2 20年01月10日 週五晚堂崇拜 林燕傳道 展翅高飛──得自由的新生 以賽亞書40:27-31

2 20年01月1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建大衛的帳幕 阿摩司書9:11-15

2 20年01月1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林燕傳道 展翅高飛──得自由的新生 以賽亞書40:27-31

2 20年01月16日 週四長青崇拜 林燕傳道 展翅高飛──得自由的新生 以賽亞書40:27-31

3 20年01月17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預言、異夢與異象 約珥書2:28-32

3 20年01月1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陳小麗牧師 主，祢是我力量！ 哈巴谷書3:17-19

3 20年01月1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預言、異夢與異象 約珥書2:28-32

3 20年01月23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預言、異夢與異象 約珥書2:28-32

4 20年01月26日 主日聯合崇拜 顏沛恩傳道 出入平安 詩篇121

4 20年01月30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5 20年01月31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充滿榮耀的教會 哈該書2:1-9

5 20年02月0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群體的決心呼求 以斯帖記4

5 20年02月0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充滿榮耀的教會 哈該書2:1-9

5 20年02月06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6 20年02月07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6 20年02月0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充滿榮耀的教會 哈該書2:1-9

6 20年02月0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事奉神是白費的嗎？ 瑪拉基書3:13-4:3

6 20年02月13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7 20年02月14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7 19月02月1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7 20年02月16日 主日錄播崇拜 朱活平牧師 愛的教會 雅各書1:19-20

7 20年02月20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8 20年02月2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8 20年02月2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8 20年02月23日 主日錄播崇拜 陳小麗牧師 瘟疫的啟示 歷代志下7:13-15

8 20年02月27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9 20年02月2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9 20年02月2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9 20年03月01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進入曠野的挑戰 馬太福音4:1-11

9 20年03月05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0 20年03月06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0 20年03月0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0 20年03月08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李俊賢傳道 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出埃及記2:1-10

10 20年03月12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1 20年03月13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1 20年03月1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1 20年03月15日 主日錄播崇拜 黃若娟傳道 宣告神的名 詩篇20；撒母耳記上17:45-47

11 20年03月19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2 20年03月20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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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年03月2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2 20年03月22日 主日錄播崇拜 朱子欽傳道 堅守指望　彼此相顧 希伯來書2:14-18；10:19-25

12 20年03月26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3 20年03月27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3 20年03月2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3 20年03月29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枯骨復甦的異象 以西結書37:1-14

13 20年04月02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4 20年04月03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4 20年04月0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4 20年04月05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王者駕臨 詩篇24

14 20年04月09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5 20年04月10日 受苦節錄播崇拜 -- 十架七言 --

15 20年04月1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5 20年04月12日 主日錄播崇拜 陳小麗牧師 主復活 路加福音24:1-12

15 20年04月16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6 20年04月17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6 20年04月1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6 20年04月19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李慧珊傳道 蒙神恩寵的人 羅馬書4:25-5:11

16 20年04月23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7 20年04月24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7 20年04月2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7 20年04月26日 主日錄播崇拜 顏沛恩傳道 酵的爆炸力 馬太福音13:33

17 20年04月30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8 20年05月0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8 20年05月0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8 20年05月03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非常態」的教會生活 使徒行傳2:42-47

18 20年05月07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9 20年05月0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9 20年05月0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19 20年05月10日 主日錄播崇拜 陳小麗牧師 智慧的母親 箴言9:10

19 20年05月1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0 20年05月15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0 20年05月1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0 20年05月17日 主日錄播崇拜 朱子欽傳道 大逼迫下的門徒 使徒行傳8:1-8

20 20年05月2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1 20年05月22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1 20年05月2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1 20年05月24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我們正進入新的季節 使徒行傳1:1-11

21 20年05月28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2 20年05月29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2 20年05月3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2 20年05月31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李俊賢傳道 五旬節：教會誕生的新季節 使徒行傳2:1-21

22 20年06月0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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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年06月05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毋忘初心 馬太福音28:16-20

23 20年06月0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五旬節後的新季節 使徒行傳 2:1-21

23 20年06月07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毋忘初心 馬太福音28:16-20

23 20年06月1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4 20年06月12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慧珊傳道 知行合一的信心 雅各書2:14-26

24 20年06月1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陳小麗牧師 不要小看我 提摩太前書4:12

24 20年06月14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慧珊傳道 知行合一的信心 雅各書2:14-26

24 20年06月18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知行合一的信心 雅各書2:14-26

25 20年06月19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風暴背後的真相 馬可福音4:35-41

25 20年06月2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選擇：門、先知、樹 馬太福音7:13-21

25 20年06月2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風暴背後的真相 馬可福音4:35-41

25 20年06月25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風暴背後的真相 馬可福音4:35-41

26 20年06月26日 週五晚堂崇拜 薔薇宣教士 考問愛心，重新上路 約翰福音21:1-22

26 20年06月2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風暴背後的真相 馬可福音4:35-41

26 20年06月2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薔薇宣教士 考問愛心，重新上路 約翰福音21:1-22

26 20年07月02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骨肉相連 約翰福音15:1-11

27 20年07月03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死同活 羅馬書6:1-14

27 20年07月0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五旬節後的新季節II：教會誕生 使徒行傳2:41-47

27 20年07月0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死同活 羅馬書6:1-14

27 20年07月09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死同活 羅馬書6:1-14

28 20年07月10日 週五晚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呼求神，尋求神的話 馬太福音7:7-8

28 20年07月1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死同活 羅馬書6:1-14

28 20年07月1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朱子欽傳道 呼求神，尋求神的話 馬太福音7:7-8

28 20年07月16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呼求神，尋求神的話 馬太福音7:7-8

29 20年07月17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9 20年07月1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29 20年07月19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無罪釋放 羅馬書6:15-7:6

29 20年07月23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0 20年07月24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0 20年07月2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0 20年07月26日 主日錄播崇拜 顏沛恩傳道 非拉鐵非的啟示──屬靈防疫 啟示錄3:7-13

30 20年07月30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1 20年07月3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1 20年08月0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1 20年08月02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活在聖靈中 羅馬書8:1-11

31 20年08月06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2 20年08月07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2 20年08月0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2 20年08月09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李慧珊傳道 成為有福的人 詩篇1:1-6

32 20年08月13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3 20年08月14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3 20年08月1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3 20年08月16日 主日錄播崇拜 陳小麗牧師 不膽怯 提摩太後書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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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年08月20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4 20年08月2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4 20年08月2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4 20年08月23日 主日錄播崇拜 顏沛恩傳道 來見耶穌 馬可福音2:1-12

34 20年08月27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5 20年08月2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5 20年08月2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5 20年08月30日 主日錄播崇拜 陳偉傑神學生 父親的心 路加福音15:11-32

35 20年09月03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6 20年09月04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6 20年09月0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6 20年09月06日 主日錄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教會的使命、使命的教會 馬太福音28:19-20；22:37-40

36 20年09月10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7 20年09月1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7 20年09月1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7 20年09月13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主給我子女名份 羅馬書8:12-25

37 20年09月17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8 20年09月1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8 20年09月1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8 20年09月20日 主日錄播崇拜 朱子欽傳道 活在基督裡 哥林多後書5:17

38 20年09月2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9 20年09月25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9 20年09月2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39 20年09月27日 主日錄播崇拜 蔡康怡牧師 亂世作聰明童女 馬太福音25:1-13

39 20年10月0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40 20年10月02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40 20年10月03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40 20年10月04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得勝有餘 羅馬書8:26-39

40 20年10月08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得勝有餘 羅馬書8:26-39

41 20年10月09日 週五晚堂崇拜 劉卓聰傳道 新常態下的差傳使命 希伯來書12:1-2；約翰福音20:19-23

41 20年10月10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得勝有餘 羅馬書8:26-39

41 20年10月1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劉卓聰傳道 新常態下的差傳使命 希伯來書12:1-2；約翰福音20:19-23

41 20年10月15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慧珊傳道 黎明的光 哈巴谷書3:16-19

42 20年10月16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跨代生命的傳承 約書亞記  第1章

42 19月10月1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陪我走過每天降下春雨秋雨的乾地 約書亞記3:9-17；申命記11:13-15

42 20年10月1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跨代生命的傳承 約書亞記  第1章

42 20年10月22日 週四長青崇拜 -- 暫停，鼓勵參與五十周年感恩崇拜 --

43 20年10月23日 週五晚堂崇拜 -- 暫停，鼓勵參與五十周年感恩崇拜 --

43 20年10月2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暫停，鼓勵參與五十周年感恩崇拜 --

43 20年10月25日 五十周年感恩崇拜 陳小麗牧師 立石為記  憑信前行 約書亞記  第4章

43 20年10月29日 週四長青崇拜 朱子欽傳道 求主教我們禱告！ 路加福音11:1-13

44 20年10月30日 週五晚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與神和好  與人和好 以弗所書2:13-22

44 20年10月3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慧珊傳道 公義‧盼望 哈巴谷書3: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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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年11月01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 與神和好  與人和好 以弗所書2:13-22

44 20年11月05日 週四長青崇拜 鄧啟耀牧師 與神和好  與人和好 以弗所書2:13-22

45 20年11月06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透過統一王國時期三位君王的結局省察生命 撒母耳記上31:1-6；歷代志上22:6-10；列王記上11:6-12

45 20年11月07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鄧啟耀牧師 與神和好  與人和好 以弗所書2:13-22

45 20年11月08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李俊賢傳道 透過統一王國時期三位君王的結局省察生命 撒母耳記上31:1-6；歷代志上22:6-10；列王記上11:6-12

45 20年11月12日 週四長青崇拜 李俊賢傳道 透過統一王國時期三位君王的結局省察生命 撒母耳記上31:1-6；歷代志上22:6-10；列王記上11:6-12

46 20年11月13日 週五晚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在一起」的美好 詩篇133

46 20年11月14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面對「軟弱」的分岔路：腐敗或是剛強 路加福音18:9-14

46 20年11月15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顏沛恩傳道 「在一起」的美好 詩篇133

46 20年11月19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47 20年11月20日 週五晚堂崇拜 林燕傳道 活出榮耀神的見證 以賽亞書43:1-13, 19, 21

47 20年11月21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田智聰神學生 正確的方式，得勝的方法 以弗所書6:10-18

47 20年11月22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林燕傳道 活出榮耀神的見證 以賽亞書43:1-13, 19, 21

47 20年11月26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48 20年11月27日 週五晚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成為回轉的群體 詩篇80篇

48 20年11月28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林燕傳道 活出榮耀神的見證 以賽亞書43:1-7, 10, 19

48 20年11月29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杜崇基牧師 成為回轉的群體 詩篇80篇

48 20年12月03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49 20年12月04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49 20年12月05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49 20年12月06日 主日錄播崇拜 鄧啟耀牧師 主熬煉我如橄欖成油 利未記24:1-4

49 20年12月10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50 20年12月11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50 20年12月12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

50 20年12月13日 主日錄播崇拜 李慧珊傳道 神同在 哈該書2:1-9

50 20年12月17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51 20年12月18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51 20年12月19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51 20年12月20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鄧啟耀牧師及杜崇基牧師 震古爍今一名字 馬太福音1:18-25

51 20年12月24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52 20年12月25日 週五晚堂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52 20年12月26日 週六青少年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52 20年12月27日 主日早/午堂崇拜 煎雙蛋宣教士 放下計算，回應呼召 雅各書4:14-15

52 20年01月31日 週四長青崇拜 -- 疫情緣故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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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崇拜 講員 題目 經文

1 19年01月04日 週五崇拜 陳小麗牧師 我的善牧 詩篇23

1 19年01月05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Arise & Shine 以賽亞書60:1-22

1 19年01月06日 主日崇拜 陳小麗牧師 我的善牧 詩篇23

1 19年01月10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我的善牧 詩篇23

2 19年01月11日 週五崇拜 李宇海傳道 共建神家 孕育生命 以弗所書1

2 19年01月12日 青少年崇拜 林燕傳道 不可灰心 ── 重新上路 列王紀上19

2 19年01月13日 主日崇拜 李宇海傳道 共建神家 孕育生命 以弗所書1

2 19年01月17日 週四崇拜 李宇海傳道 共建神家 孕育生命 以弗所書1

3 19年01月18日 週五崇拜 林燕傳道 恩典中的蛻變 以弗所書2:1-10

3 19年01月19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共建神家 孕育生命 以弗所書1

3 19年01月20日 主日崇拜 林燕傳道 恩典中的蛻變 以弗所書2:1-10

3 19年01月24日 週四崇拜 黎蓮好姑娘 兩次遇見神的使女 創世記16:7-12；21:14-20

4 19年01月25日 聖樂佈道會 李帝平牧師 永不止息的愛

4 19年01月26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點只兵兵咁簡單 提摩太後書2:1-7

4 19年01月27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同被建造的人生 以弗所書2:11-22

4 19年01月31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同被建造的人生 以弗所書2:11-22

5 19年02月01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天國藍圖的奧秘 以弗所書3:1-13

5 19年02月02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Arise and Shine - 宣告好信息 以賽亞書61:1-3

5 19年02月03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天國藍圖的奧秘 以弗所書3:1-13

5 19年02月07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福氣臨到我和你 以弗所書3:1-13

6 19年02月08日 週五崇拜 李慧珊傳道 豐盛‧神家 以弗所書3:14-21

6 19年02月09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More than KOL 馬可福音2:1-12

6 19年02月10日 主日崇拜 蔡少琪牧師 讓裏面的人剛強起來 以弗所書3:14-21

6 19年02月14日 週四崇拜 郭金滿牧師 我們在天上的父 歷代志上4:9-10

7 19年02月15日 週五崇拜 李宇海傳道 順服至死的神回應 馬太福音26:36-46

7 19月02月16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祝你身體健康 以弗所書4:1-16

7 19年02月17日 主日崇拜 胡文樂牧師 穆宣的挑戰 約翰福音10:16；啟示錄7:9

7 19年02月21日 週四崇拜 李宇海傳道 順服至死的神回應 馬太福音26:36-46

8 19年02月22日 週五崇拜 李俊賢傳道 竭力保守基督身體的合一 以弗所書4:1-16

8 19年02月23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順服至死的神回應 馬太福音26:36-46

8 19年02月24日 主日崇拜 李俊賢傳道 竭力保守基督身體的合一 以弗所書4:1-16

8 19年02月28日 週四崇拜 李俊賢傳道 竭力保守基督身體的合一 以弗所書4:1-16

9 19年03月01日 週五崇拜 陳小麗牧師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以弗所書4:17-24

9 19年03月02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離棄了起初的愛心還剩甚麼？ 啟示錄2:1-7

9 19年03月03日 主日崇拜 陳小麗牧師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以弗所書4:17-24

9 19年03月07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以弗所書4:17-24

10 19年03月08日 週五崇拜 林燕傳道 還我屬靈本色 以弗所書4:25-5:1-7

10 19年03月09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把握時機在今天 以弗所書5:15-17

10 19年03月10日 主日崇拜 林燕傳道 還我屬靈本色 以弗所書4:25-5:1-7

10 19年03月14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豐盛‧神家 以弗所書3:14-21

11 19年03月15日 週五崇拜 李慧珊傳道 以耶穌基督為至寶 腓立比書3:1-16

11 19年03月16日 青少年崇拜 林燕傳道 還我屬靈本色 以弗所書4:2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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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年03月17日 主日崇拜 羅祖澄牧師 愛在神家 約翰壹書1:1-7

11 19年03月21日 週四崇拜 湛乃斌牧師 面對任何環境的秘訣 腓立比書4:10-13

12 19年03月22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藉聖靈行在光明中 以弗所書5:8-20

12 19年03月23日 青少年崇拜 朱子欽傳道 讓我們作祢知心友 約翰福音15:9-17

12 19年03月24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藉聖靈行在光明中 以弗所書5:8-20

12 19年03月28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藉聖靈行在光明中 以弗所書5:8-20

13 19年03月29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同心呼求，復興主愛 以弗所書5:22-33

13 19年03月30日 青少年崇拜 李健聰傳道 鹽要咸，燈要光 馬太福音5:13-16

13 19年03月31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同心呼求，復興主愛 以弗所書5:22-33

13 19年04月04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同心呼求，復興主愛 以弗所書5:22-33

14 19年04月0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轉化社會的嶄新關係 以弗所書6:1-9

14 19年04月06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摩西（長文慎入） 出埃及記3:7-12

14 19年04月0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轉化社會的嶄新關係 以弗所書6:1-9

14 19年04月11日 週四崇拜 袁仲輝傳道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詩篇8

15 19年04月12日 週五崇拜 李慧珊傳道 屬靈爭戰攻略 以弗所書6:10-23

15 19年04月13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轉化社會的嶄新關係 以弗所書6:1-9

15 19年04月14日 主日崇拜 李慧珊傳道 屬靈爭戰攻略 以弗所書6:10-23

15 19年04月18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屬靈爭戰攻略 以弗所書6:10-23

16 19年04月19日 受苦節崇拜 -- 以愛還愛 --

16 19年04月20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受苦」與「復活」之間的這一天 路加福音23:44-49

16 19年04月2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復活的盼望 哥林多前書15:19

16 19年04月25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復活的盼望 哥林多前書15:19

17 19年04月26日 週五崇拜 翟浩泉牧師 敬虔：愛眾人的心 彼得後書1:3-8

17 19年04月27日 青少年崇拜 李慧珊傳道 屬靈爭戰攻略 以弗所書6:10-20

17 19年04月28日 主日崇拜 翟浩泉牧師 敬虔：愛眾人的心 彼得後書1:3-8

17 19年05月02日 週四崇拜 李俊賢傳道 離棄了起初的愛心還剩甚麼？ 啟示錄 2:1-7

18 19年05月03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約瑟生平看復和與醫治 創世記50:19-20

18 19年05月04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所有」、「所為」、「所是」 撒母耳記上16:1-13

18 19年05月05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約瑟生平看復和與醫治 創世記50:19-20

18 19年05月09日 週四崇拜 梁利昌牧師 人生七十古來稀 詩篇90:1-17

19 19年05月10日 週五崇拜 黃若娟傳道 我們是父子 馬可福音9:14-29；創世記9:20-25

19 19年05月11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約瑟生平看復和與醫治 創世記50:19-20

19 19年05月12日 主日崇拜 黃若娟傳道 我們是父子 馬可福音9:14-29；創世記9:20-25

19 19年05月16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約瑟生平看復和與醫治 創世記50:19-20

20 19年05月17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從米利暗的一生看「思想陷阱」 出埃及記2:1-10，15:20-21；民數記12:1-16，20:1

20 19年05月18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盼望主到來 路加福音 2:25-35

20 19年05月19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從米利暗的一生看「思想陷阱」 出埃及記2:1-10，15:20-21；民數記12:1-16，20:1

20 19年05月23日 週四崇拜 顏沛恩傳道 從米利暗的一生看「思想陷阱」 出埃及記2:1-10，15:20-21；民數記12:1-16，20:1

21 19年05月24日 週五崇拜 馬保羅牧師 仰望基督，奔跑前路 希伯來書12:1-2

21 19年05月25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從米利暗的一生看「思想陷阱」 出埃及記2:1-10，15:20-21；民數記12:1-16，20:1

21 19年05月26日 主日崇拜 馬保羅牧師 仰望基督，奔跑前路 希伯來書12:1-2

21 19年05月30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三個試探‧三個選擇 馬太福音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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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年05月31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聖潔生活的操練 彼得前書1:13-16

22 19年06月01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耶穌以善勝惡的文化抗衡 路加福音6:27-35

22 19年06月02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聖潔生活的操練 彼得前書1:13-16

22 19年06月06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聖潔生活的操練 彼得前書1:13-16

23 19年06月07日 週五崇拜 鄭躍培牧師 耶穌的杯 馬太福音20:17-22

23 19年06月08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聖潔生活的操練 彼得前書1:13-16

23 19年06月09日 主日崇拜 鄭躍培牧師 耶穌的杯 馬太福音20:17-22

23 19年06月13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平凡中的不平凡 以斯帖記6:1-14

24 19年06月14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不是自己說的… 馬太福音10:16-20

24 19年06月15日 青少年崇拜 林燕傳道 同心同行 羅馬書15:1-7

24 19年06月16日 主日崇拜 羅慶才牧師 我兒，主必預備！ 創世記22:1-14

24 19年06月20日 週四崇拜 羅慶才牧師 我兒，主必預備！ 創世記22:1-14

25 19年06月21日 週五崇拜 李俊賢傳道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羅馬書1:16-17

25 19年06月22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羅馬書1:16-17

25 19年06月23日 主日崇拜 李俊賢傳道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羅馬書1:16-17

25 19年06月27日 週四崇拜 李俊賢傳道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羅馬書1:16-17

26 19年06月28日 週五崇拜 林燕傳道 活得夠恩──讓愛湧流出來 約翰福音12:1-8

26 19年06月29日 青少年崇拜 外出參與神主權特會 -- --

26 19年06月30日 主日崇拜 林燕傳道 活得夠恩──讓愛湧流出來 約翰福音12:1-8

26 19年07月04日 週四崇拜 林燕傳道 活得夠恩──讓愛湧流出來 約翰福音12:1-8

27 19年07月0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不義管家的啟示 路加福音16:1-13

27 19年07月06日 青少年崇拜 陳偉傑神學生 我是復活和生命 約翰福音11:17-45

27 19年07月0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不義管家的啟示 路加福音16:1-13

27 19年07月11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不義管家的啟示 路加福音16:1-13

28 19年07月12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住」在祢裡面 詩篇91

28 19年07月13日 青少年崇拜 -- 參與培靈讀經日或初中營

28 19年07月14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住」在祢裡面 詩篇91

28 19年07月18日 週四崇拜 顏沛恩傳道 「住」在祢裡面 詩篇91

29 19年07月19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口舌招尤 雅各書3:1-12

29 19年07月20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口舌招尤 雅各書3:1-12

29 19年07月21日 主日崇拜 林來慰牧師 上帝悅納的真奉獻 使徒行傳4:32-5:11

29 19年07月25日 週四崇拜 林來慰牧師 上帝悅納的真奉獻 使徒行傳4:32-5:11

30 19年07月26日 週五崇拜 陳劍雲牧師 黑暗中有光昇起 詩篇112

30 19年07月27日 青少年崇拜 何健星傳道 「重生」出發 歌羅西書3:1-11

30 19年07月28日 主日崇拜 陳劍雲牧師 黑暗中有光昇起 詩篇112

30 19年08月01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鄰舍2.0 路加福音10:30-37

31 19年08月02日 週五崇拜 -- 港九培靈研經會直播 --

31 19年08月03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唱哈利路亞給我們的主 詩篇105:1-7

31 19年08月04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獻上更新蜕變的活祭 羅馬書12:1-2

31 19年08月08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獻上更新蜕變的活祭 羅馬書12:1-2

32 19年08月09日 週五崇拜 -- 港九培靈研經會直播 --

32 19年08月10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獻上更新蛻變的活祭 羅馬書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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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年08月11日 主日崇拜 陳小麗牧師 服事主 使徒行傳20:17-24

32 19年08月15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服事主 使徒行傳20:17-24

33 19年08月16日 週五崇拜 李慧珊傳道 曠野的出路 列王紀上19:1-20

33 19年08月17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律法權力與美善行為 馬太福音5:38-42

33 19年08月18日 主日崇拜 李慧珊傳道 曠野的出路 列王紀上19:1-20

33 19年08月22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曠野的出路 列王紀上19:1-20

34 19年08月23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歸．靈．Go 提摩太後書2:1-7

34 19年08月24日 青少年崇拜 何子媚傳道 在基督耶穌裡的身份 彼得前書2:9

34 19年08月25日 主日崇拜 曹偉彤院長 使人得福：鹽和光 馬太福音5:3-13

34 19年08月29日 週四崇拜 顏沛恩傳道 歸．靈．Go 提摩太後書2:1-7

35 19年08月30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神所使用的人 提多書1:1-16

35 19年08月31日 青少年崇拜 薔薇宣教士 真門徒 馬太福音5:13-16

35 19年09月0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神所使用的人 提多書1:1-16

35 19年09月05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神所使用的人 提多書1:1-16

36 19年09月06日 週五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律法權力與美善行為 馬太福音5:38-42

36 19年09月07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要對自己有期望 提多書1

36 19年09月08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回復簡單 馬太福音18:2-3

36 19年09月12日 週四崇拜 李俊賢傳道 以美善勝惡 馬太福音5:38-42

37 19年09月13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有關係就冇關係 提多書2章

37 19年09月14日 青少年崇拜 葉靜儀宣教士 「信」使我們與世界不一樣 希伯來書11:1, 6, 8-16

37 19年09月15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有關係就冇關係 提多書2章

37 19年09月19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溫馨提示 提多書2章

38 19年09月20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聖靈更新的標記 提多書3:1-11

38 19年09月21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踏出信心的一步 撒母耳記上17:23-27，42-47

38 19年09月22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聖靈更新的標記 提多書3:1-11

38 19年09月26日 週四崇拜 張雅英姑娘 經得考驗的信徒 馬太福音7:24-29

39 19年09月27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求主打發工人收莊稼 馬太福音9:35-38

39 19年09月28日 青少年崇拜 曾子聲牧師 New Mark 約翰福音13:35

39 19年09月29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求主打發工人收莊稼 馬太福音9:35-38

39 19年10月03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求主打發工人收莊稼 馬太福音9:35-38

40 19年10月04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為自己．加油 馬太福音25:14-30

40 19年10月05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為何使我看見？ 哈巴谷書3:17-19

40 19年10月06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為自己．加油 馬太福音25:14-30

40 19年10月10日 週四崇拜 顏沛恩傳道 為自己．加油 馬太福音25:14-30

41 19年10月11日 週五崇拜 李俊賢傳道 分別綿羊和山羊 馬太福音25:31-46

41 19年10月12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父老的叮嚀 提多書2

41 19年10月13日 主日崇拜 李俊賢傳道 分別綿羊和山羊 馬太福音25:31-46

41 19年10月17日 週四崇拜 李俊賢傳道 分別綿羊和山羊 馬太福音25:31-46

42 19年10月18日 週五崇拜 煎雙蛋宣教士 在末後的日子作鹽作光 羅馬書12:1-2

42 19月10月19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禮儀轉向善行的虔誠 馬太福音25:31-46

42 19年10月20日 主日崇拜 煎雙蛋宣教士 在末後的日子作鹽作光 羅馬書12:1-2

42 19年10月24日 週四崇拜 煎雙蛋宣教士 在末後的日子作鹽作光 羅馬書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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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9年10月25日 週五崇拜 林海盛牧師 福音使命的挑戰 馬太福音10:16-23

43 19年10月26日 青少年崇拜 煎雙蛋宣教士 在末後的日子作鹽作光 羅馬書12:1-2

43 19年10月27日 主日崇拜 林海盛牧師 福音使命的挑戰 馬太福音10:16-23

43 19年10月31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恩慈之家 約翰福音5:1-18

44 19年11月01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復興聖潔的呼召 利未記20:23-26

44 19年11月02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延遲與忍耐；尋找與選擇 馬太福音13:44-46

44 19年11月03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復興聖潔的呼召 利未記20:23-26

44 19年11月07日 週四崇拜 林燕傳道 瓦器裡有寶貝 哥林多後書4:7-10

45 19年11月08日 週五崇拜 林燕傳道 瓦器裡有寶貝 哥林多後書4:7-10

45 19年11月09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復興聖潔的呼召 利未記20:23-26

45 19年11月10日 主日崇拜 林燕傳道 瓦器裡有寶貝 哥林多後書4:7-10

45 19年11月14日 週四崇拜 -- 暫停一次 --

46 19年11月15日 週五崇拜 -- 暫停一次 --

46 19年11月16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為香港祈禱

46 19年11月1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來，我們歸向耶和華吧！ 何西阿書6:1-6

46 19年11月21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來，我們歸向耶和華吧！ 何西阿書6:1-6

47 19年11月22日 週五崇拜 李慧珊傳道 愛的能源 路加福音7:36-50

47 19年11月23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S for Special, Serve,Smile, Sacrifice 馬太福音20:25-28

47 19年11月24日 主日崇拜(早堂) 陳德全牧師 真勇敢 路加福音14:25-33

47 19年11月24日 主日崇拜(午堂) 陳德全牧師 安慰我的百姓 以賽亞書40:1-5

47 19年11月28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愛的能源 路加福音7:36-50

48 19年11月29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要警醒主再來 以賽亞書2:1-5；詩篇122；馬太福音24:36-44

48 19年11月30日 青少年崇拜 何君浩傳道 對年青信徒的忠告 提摩太前書4:12

48 19年12月0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要警醒主再來 以賽亞書2:1-5；詩篇122；馬太福音24:36-44

48 19年12月05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要警醒主再來 以賽亞書2:1-5；詩篇122；馬太福音24:36-44

49 19年12月06日 週五崇拜 陳小麗牧師 主，祢是我力量！ 哈巴谷書3:17-19

49 19年12月07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要警醒主再來 以賽亞書2:1-5；詩篇122；馬太福音24:36-44

49 19年12月08日 主日崇拜 陳小麗牧師 主，祢是我力量！ 哈巴谷書3:17-19

49 19年12月12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主，祢是我力量！ 哈巴谷書3:17-19

50 19年12月13日 週五崇拜 朱活平牧師 聖誕快樂？ 路加福音2:8-14

50 19年12月14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統一王國時期三位君王的結局看成敗撒母耳記上31:1-6；歷代志上22:6-10；列王記上11:6-12

50 19年12月15日 主日崇拜 朱活平牧師 聖誕快樂？ 路加福音2:8-14

50 19年12月19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願您們平安 約翰福音20:19-31

51 19年12月20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願您們平安 約翰福音20:19-31

51 19年12月21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尋找耶穌基督的東方博士 馬太福音2:1-12

51 19年12月22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非一般嘅平安 約翰福音14:27

51 19年12月26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非一般嘅平安 約翰福音14:27

52 19年12月27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同來感恩 啟示錄8:1-6

52 19年12月28日 青少年崇拜 林燕傳道 Finding Aslan尋找阿斯蘭

52 19年12月29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同來感恩 啟示錄8:1-6

52 20年01月02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同來感恩 啟示錄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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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年01月0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門徒 承傳生命 列王紀上19:9-21；列王紀下2:1-12

1 18年01月06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信者の野望 – 信心篇 希伯來書11:1-2

1 18年01月0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門徒 承傳生命 列王紀上19:9-21；列王紀下2:1-12

1 18年01月11日 週四崇拜 李勝球牧師 重建根基 生命更新 腓立比書2:6-7；歌羅西書1:19；以賽亞書32:2

2 18年01月12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跟耶穌，作門徒 馬太福音16:13-16，21-25；約翰福音15:4-5

2 18年01月13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門徒 承傳生命 列王紀上19:9-21；列王紀下2:1-12

2 18年01月14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跟耶穌，作門徒 馬太福音16:13-16，21-25；約翰福音15:4-5

2 18年01月18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跟耶穌，作門徒 馬太福音16:13-16，21-25；約翰福音15:4-5

3 18年01月19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四代同堂話承傳 提摩太後書2:1-7

3 18年01月20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當這樣跑 哥林多前書9:24-27

3 18年01月2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四代同堂話承傳 提摩太後書2:1-7

3 18年01月25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承傳生命的陶造 耶利米書18:1-6

4 18年01月26日 週五崇拜 陳小麗牧師 活出承傳 列王紀下6:14-23

4 18年01月27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真 ‧ 我 箴言16:18，18:12，11:2；羅馬書12:1-2

4 18年01月28日 主日崇拜 陳小麗牧師 活出承傳 列王紀下6:14-23

4 18年02月01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活出承傳 列王紀下6:14-23

5 18年02月02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承傳生命的指標 提摩太前書4:6-10；腓立比書4:8-9

5 18年02月03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信心．進深．禱告 詩篇139:23-24

5 18年02月04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承傳生命的指標 提摩太前書4:6-10；腓立比書4:8-9

5 18年02月08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承傳生命的指標 提摩太前書4:6-10；腓立比書4:8-9

6 18年02月09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生命的一件事 詩篇27:4

6 18年02月10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承傳生命的指標 提摩太前書4:6-10；腓立比書4:8-9

6 18年02月11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生命的一件事 詩篇27:4

6 18年02月15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生命的宣告 詩篇27:1

7 18年02月18日 主日聯合崇拜 杜崇基牧師 平安是福 詩篇122

7 18年02月22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整裝待發 申命記1:1-8

8 18年02月23日 週五崇拜 申德衛牧師 以色列在末後的角色

8 18年02月24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生生不息的群體 提摩太後書2:2

8 18年02月25日 主日崇拜 林燕傳道 完成神的命定 路加福音5:1-9

8 18年03月01日 週四崇拜 林燕傳道 完成神的命定 路加福音5:1-9

9 18年03月02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設生命的優先 約翰福音2:13-22

9 18年03月03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自覺．成長．警號 撒母耳記下12:13-15

9 18年03月04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設生命的優先 約翰福音2:13-22

9 18年03月08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設生命的優先 約翰福音2:13-22

10 18年03月09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整裝待發 申命記1:1-8

10 18年03月10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重設生命的優先 約翰福音2:13-22

10 18年03月11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整裝待發 申命記1:1-8

10 18年03月15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十字架的大能 哥林多前書1:18-25

11 18年03月16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十字架的大能 哥林多前書1:18-25

11 18年03月17日 青少年崇拜 林燕傳道 完成神的命定 路加福音5:1-9

11 18年03月18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粒麥子的啟示 約翰福音12:20-36

11 18年03月22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粒麥子的啟示 約翰福音12: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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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8年03月23日 週五崇拜 李宇海傳道 神國的公義 羅馬書12:20

12 18年03月24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粒麥子的啟示 約翰福音12:20-36

12 18年03月25日 主日崇拜 李宇海傳道 神國的公義 羅馬書12:20

12 18年03月29日 週四崇拜 李宇海傳道 神國的公義 羅馬書12:20

13 18年03月30日 受苦節崇拜 -- 堅守召命到最後 --

13 18年03月31日 青少年崇拜 -- -- --

13 18年04月01日 主日崇拜 陸倫泉牧師 復活主的使命 路加福音24:36-49

13 18年04月05日 週四崇拜 俞歡傳道 神的使命與教會 使徒行傳1:6-8

14 18年04月06日 週五崇拜 俞歡傳道 上帝的心意與教會的使命 詩篇117；使徒行傳1:6-8

14 18年04月07日 青少年崇拜 俞歡傳道 上帝的心意與教會的使命 詩篇117；使徒行傳1:6-8

14 18年04月08日 主日崇拜 李光平牧師 生命的典範 約翰福音1:14

14 18年04月12日 週四崇拜 薔薇宣教士 三個「看見」 使徒行傳3:1-10

15 18年04月13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耶和華尼西 出埃及記17:8-15；以弗所書6:10-20

15 18年04月14日 青少年崇拜 薔薇宣教士 三個「看見」 使徒行傳3:1-10

15 18年04月15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耶和華尼西 出埃及記17:8-15；以弗所書6:10-20

15 18年04月19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耶和華尼西 出埃及記17:8-15；以弗所書6:10-20

16 18年04月20日 週五崇拜 黃若娟傳道 兒子、歸家 加拉太書4:4-7；羅馬書8:14-17；腓立比書2:5-11

16 18年04月21日 青少年崇拜 黃若娟傳道 滿足天父的心：一個甜美的家  以弗所書3:14-15；希伯來書12:1-2；以弗所書2:11-15

16 18年04月22日 主日崇拜 黃若娟傳道 滿足天父的心：一個甜美的家  以弗所書3:14-15；希伯來書12:1-2；以弗所書2:11-15

16 18年04月26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宣教屬靈戰友 歌羅西書4:2-4

17 18年04月27日 週五崇拜 陳潔怡傳道及鄭之弟兄 耶穌說：你跟從我吧！ 約翰福音21:15-19

17 18年04月28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舉高隻手 出埃及記17:8-16

17 18年04月29日 主日崇拜 陳潔怡傳道及鄭之弟兄 耶穌說：你跟從我吧！ 約翰福音21:15-19

17 18年05月03日 週四崇拜 陳潔怡傳道及鄭之弟兄 耶穌說：你跟從我吧！ 約翰福音21:15-19

18 18年05月04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承傳之盡心盡性盡意愛神 馬太福音22:34-40

18 18年05月05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及鄭之弟兄 耶穌說：你跟從我吧！ 約翰福音21:25-19

18 18年05月06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承傳之盡心盡性盡意愛神 馬太福音22:34-40

18 18年05月10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承傳之盡心盡性盡意愛神 馬太福音22:34-40

19 18年05月11日 週五崇拜 林燕傳道 母親的使命 撒母耳記上1:1-2:11

19 18年05月12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承傳之盡心盡性盡意愛神 馬太福音22:34-40

19 18年05月13日 主日崇拜 林燕傳道 母親的使命 撒母耳記上1:1-2:11

19 18年05月17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靠著聖靈，起來爭戰 以弗所書6:10-20

20 18年05月18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靠著聖靈，起來爭戰 約書亞記6:1-5；以弗所書6:10-20

20 18年05月19日 青少年崇拜 林燕傳道 愛我的母親 撒母耳記上1:1-2:11

20 18年05月20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靠著聖靈，起來爭戰 約書亞記6:1-5；以弗所書6:10-20

20 18年05月24日 週四崇拜 林燕傳道 母親的使命 撒母耳記上1:1-2:11

21 18年05月2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傳承與復興 約書亞記1:1-9

21 18年05月26日 青少年崇拜 梁碧瑜神學生 活出信：復和的一課 腓利門書1:4-7

21 18年05月27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成為差遣的教會 馬可福音6:34；馬太福音25:40；箴言3:5-6

21 18年05月31日 週四崇拜 黎蓮好姑娘 要忍耐直到主來！ 雅各書5:7-11

22 18年06月01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箴言29:18

22 18年06月02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俾啲信心嚟睇 路加福音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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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8年06月03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箴言29:18

22 18年06月07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箴言29:18

23 18年06月08日 週五崇拜 邦卓堡博士 敘利亞難民事工分享

23 18年06月09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箴言29:18

23 18年06月10日 主日崇拜 李慧珊傳道 以感恩為祭 詩篇50:1-23

23 18年06月14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感謝祭 詩篇50:7-15

24 18年06月15日 週五崇拜 李慧珊傳道 以感恩為祭 詩篇50:1-23

24 18年06月16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決戰撒旦3D 約翰福音10:10

24 18年06月17日 主日崇拜 李俊賢神學生 成為屬神的群體 出埃及記19:3-8

24 18年06月21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沒有愛的信仰是虛的 哥林多前書13:1-3

25 18年06月22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復興四元素(H.P.S.T.) 歷代志下7:13-14

25 18年06月23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神學生 成為屬神的群體 出埃及記19:3-8

25 18年06月24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復興四元素(H.P.S.T.) 歷代志下7:13-14

25 18年06月28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復興四元素(H.P.S.T.) 歷代志下7:13-14

26 18年06月29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活出愛的味道 哥林多前書13:1-3

26 18年06月30日 青少年崇拜 外出參與「神主權特會」

26 18年07月01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活出愛的味道 哥林多前書13:1-3

26 18年07月05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活出愛的味道 哥林多前書13:1-3

27 18年07月06日 週五崇拜 周劍英傳道 掌握季節；活出使命 歷代志上12:32

27 18年07月07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人摩西的禱告 詩篇90

27 18年07月08日 主日崇拜 周劍英傳道 掌握季節；活出使命 歷代志上12:32

27 18年07月12日 週四崇拜 周劍英傳道 掌握季節；活出使命 歷代志上12:32

28 18年07月13日 週五崇拜 -- 夏令會 --

28 18年07月14日 青少年崇拜 -- 夏令會 --

28 18年07月15日 主日崇拜 何志滌牧師 活出召命 --

28 18年07月19日 週四崇拜 張雅英姑娘 你好重要•一個都不能少！ 路加福音15:1-32

29 18年07月20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愛的同行 ── 守望關係 詩篇90:1-17；約翰福音7:37-39；哥林多前書13:1,8,13

29 18年07月21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時候到了，如今就是了 約翰福音4

29 18年07月22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愛的同行 ── 守望關係 詩篇90:1-17；約翰福音7:37-39；哥林多前書13:1,8,13

29 18年07月26日 週四崇拜 李俊賢傳道 看見看不見？ 民數記22:22-35

30 18年07月27日 週五崇拜 張耀來宣教士 愛你的鄰舍 路加福音10:25-37

30 18年07月28日 青少年崇拜 陳偉傑助理傳道 活出在我裡面的基督 加拉太書2:20

30 18年07月29日 主日崇拜 周震聲牧師 使命驅動的屬靈動力 馬可福音6:29-34

30 18年08月02日 週四崇拜 張陳麗娟宣教士 得享安息 約書亞記23

31 18年08月03日 週五崇拜 -- 港九培靈研經會直播 --

31 18年08月04日 青少年崇拜 歐醒華牧師 擁抱挑戰 約翰福音14:12-14

31 18年08月05日 主日崇拜 林燕傳道 進入教會生活的門檻‧愛神愛人 傳道書4:9-12；出埃及記17:8-16；以弗所書5:22-24

31 18年08月09日 週四崇拜 林燕傳道 進入教會生活的門檻‧愛神愛人 傳道書4:9-12；出埃及記17:8-16；以弗所書5:22-24

32 18年08月10日 週五崇拜 -- 港九培靈研經會直播 --

32 18年08月11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牧養所為何事？ 以西結書34

32 18年08月12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愛．我願意 約書亞記1:1-9

32 18年08月16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信徒皆祭司 彼得前書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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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8年08月17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人摩西的禱告 詩篇90

33 18年08月18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真的嗎？無可能！ 路加福音24:35-47

33 18年08月19日 主日崇拜 張耀來宣教士 你們給他們吃吧！ 馬可福音6:30-44

33 18年08月23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人摩西的禱告 詩篇90

34 18年08月24日 週五崇拜 俞歡傳道 耶穌在那裡？ 路加福音24:13-34

34 18年08月25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有膊頭‧有腰骨 約書亞記1:1-9

34 18年08月26日 主日崇拜 俞歡傳道 教會的使命 詩篇117；使徒行傳1:8

34 18年08月30日 週四崇拜 俞歡傳道 耶穌在那裡？ 路加福音24:13-34

35 18年08月31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牧養所為何事？ 以西結書34:1-31

35 18年09月01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一半的門徒 馬太福音4:12-28

35 18年09月02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牧養所為何事？ 以西結書34:1-31

35 18年09月06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天父爸爸 馬太福音6:9-13

36 18年09月07日 週五崇拜 黃若娟傳道 認識你的時間，進入新的季節 傳道書3:1；歷代志上12:32；出埃及記12:41-42

36 18年09月08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牧養的聖經神學──我是牧羊犬 以西結書34

36 18年09月09日 主日崇拜 黃若娟傳道 認識你的時間，進入新的季節 傳道書3:1；歷代志上12:32；出埃及記12:41-42

36 18年09月13日 週四崇拜 張雅英姑娘 儆醒等候‧主必再來 馬太福音25:1-13

37 18年09月14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去吧！莊稼多！工人少！ 路加福音10:1-3

37 18年09月15日 青少年崇拜 林燕傳道 殷勤不懶惰 彼得後書1:3-11；箴言26:13-16

37 18年09月16日 主日崇拜 因颱風而取消

37 18年09月20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去吧！莊稼多！工人少！ 路加福音10:1-3

38 18年09月21日 週五崇拜 林燕傳道 崇尚虛假的宗教 阿摩司書5:16-27

38 18年09月22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議論 路加福音9:37-50

38 18年09月23日 主日崇拜 林燕傳道 崇尚虛假的宗教 阿摩司書5:16-27

38 18年09月27日 週四崇拜 林燕傳道 崇尚虛假的宗教 阿摩司書5:16-27

39 18年09月28日 週五崇拜 李慧珊傳道 人神共圓 創世記45:1-8

39 18年09月29日 青少年崇拜 何君浩傳道 失羊的比喻：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馬太福音18:1-14

39 18年09月30日 主日崇拜 李慧珊傳道 人神共圓 創世記45:1-8

39 18年10月04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人神共圓 創世記45:1-8

40 18年10月0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馬太的生命看大使命 馬太福音28:16-20

40 18年10月06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基督是房角石 以弗所書2:19-22

40 18年10月0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馬太的生命看大使命 馬太福音28:16-20

40 18年10月11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馬太的生命看大使命 馬太福音28:16-20

41 18年10月12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心中摯愛 路加福音14:25-35

41 18年10月13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馬太的生命看大使命 馬太福音28:16-20

41 18年10月14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心中摯愛 路加福音14:25-35

41 18年10月18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願意被主差遣 馬太福音9:35-38，10:1，10:5-8；使徒行傳1:8

42 18年10月19日 週五崇拜 翟浩泉牧師 務要傳道的生命 約翰福音1:1-5；1:9-14

42 18年10月20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誰需要福音 路加福音18:35-43

42 18年10月2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個人佈道的典範 約翰福音4:1-42

42 18年10月25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個人佈道的典範 約翰福音4:1-42

43 18年10月26日 週五崇拜 陳德俊牧師 從海波斯的失敗中吸取教訓 約翰壹書1:6-7

43 18年10月27日 青少年崇拜 何子媚傳道 心所牽掛 尼希米記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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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8年10月28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從海波斯的失敗中吸取教訓 約翰壹書1:6-7

43 18年11月01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黑暗中的呼求 馬可福音10:46-52

44 18年11月02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向猶太人佈道的動力 羅馬書9-11

44 18年11月03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風箏遇上風 唔怕跌落窿 彼得前書1:6-8

44 18年11月04日 主日崇拜 施定邦牧師 從不信到相信耶穌──猶太人如何認識彌賽亞？ 耶利米書31:31-37

44 18年11月08日 週四崇拜 李勝球牧師 生命的更新 約翰福音21:1-19；羅馬書12:1-2

45 18年11月09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啊！用我！ 馬可福音8:27-38

45 18年11月10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個人佈道是生命的交流，教會的命脈 約翰福音4:1-42

45 18年11月11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啊！用我！ 馬可福音8:27-38

45 18年11月15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啊！用我！ 馬可福音8:27-38

46 18年11月16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改變生命的相遇 約翰福音4:1-42

46 18年11月17日 青少年崇拜 梁碧瑜神學生 你是那九個嗎？ 路加福音17:11-19

46 18年11月18日 主日崇拜 陳德全牧師 信心的建立 希伯來書11:1-3

46 18年11月22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全因為你 馬太福音20:1-16

47 18年11月23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得力的生活 腓立比書4:6-7

47 18年11月24日 青少年崇拜 鍾復安牧師 轉化生命的敬拜 以賽亞書6:1-8

47 18年11月25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出去或進去•怎忍見閒站 馬太福音20:1-16

47 18年11月29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得力的生活 腓立比書4:6-7

48 18年11月30日 週五崇拜 Rev. Dr. Richard Howell Vital Movement in Mission 宣教中之得力見証 使徒行傳9:10-22

48 18年12月01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群體性看教會崇拜 使徒行傳2:41-47

48 18年12月02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迎聖誕的準備 路加福音21:25-36；詩篇25:1-10

48 18年12月06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迎聖誕的準備 路加福音21:25-36；詩篇25:1-10

49 18年12月07日 週五崇拜 李宇海傳道 修直主的路 路加福音3:1-6

49 18年12月08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你會如何過聖誕？ 路加福音21:25-36

49 18年12月09日 主日崇拜 李宇海傳道 修直主的路 路加福音3:1-6

49 18年12月13日 週四崇拜 李宇海傳道 修直主的路 路加福音3:1-6

50 18年12月14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受托的Teen人 馬太福音1:18-25

50 18年12月15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修直主的路 路加福音3:1-6 路加福音3:1-6

50 18年12月16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受托的Teen人 馬太福音1:18-25

50 18年12月20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受托的Teen人 馬太福音1:18-25

51 18年12月21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逆流而上‧反轉世界 路加福音1:46-55

51 18年12月22日 青少年崇拜 李俊賢傳道 從懼怕變為歡喜的牧羊人 路加福音2:8-17

51 18年12月23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逆流而上‧反轉世界 路加福音1:46-55

51 18年12月27日 週四崇拜 顏沛恩傳道 逆流而上‧反轉世界 路加福音1:46-55

52 18年12月28日 週五崇拜 申德衛牧師 以色列今天教會和信徒的情況 創世記12:1-3；約翰福音16:33

52 18年12月29日 青少年崇拜 聖誕活動 Glow in the dark

52 18年12月30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成長的歷程 路加福音2:41-52

52 19年01月03日 週四崇拜 李慧珊傳道 新的「看見」 約翰福音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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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崇拜 講員 題目 經文

1 16年12月29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信心的重建與持守 馬可福音16:20

1 16年12月30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門徒」前傳 約翰福音1:29-42

1 16年12月31日 青少年崇拜 步步經心 佈道派對

1 17年01月0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門徒」前傳 約翰福音1:29-42

2 17年01月05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門徒」前傳 約翰福音1:29-42

2 17年01月06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啊！我要走近祢 約翰福音1:43-51

2 17年01月07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作門徒」前傳 約翰福音1:29-42

2 17年01月08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啊！我要走近祢 約翰福音1:43-51

3 17年01月12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啊！我要走近祢 約翰福音1:43-51

3 17年01月13日 週五崇拜 李祖苑牧師 踏出第一步 約書亞記3:14-17

3 17年01月14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使徒行者 箴言29:18

3 17年01月15日 主日崇拜 李祖苑牧師 踏出第一步 約書亞記3:14-17

4 17年01月19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齊做個得人漁夫 路加福音5:1-11

4 17年01月20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Go n See • 去！看！ 路加福音5:1-11

4 17年01月21日 青少年崇拜 陳偉傑助理傳道 上帝叫我跟隨 路加福音5:1-11

4 17年01月22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Go n See • 去！看！ 路加福音5:1-11

5 17年01月26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因着信 希伯來書11:1-2，約翰福音1:12

5 17年01月29日 主日聯合崇拜 杜崇基牧師 靠主有力量的福 詩篇84

6 17年02月02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靠主有力量的福 詩篇84

6 17年02月03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親歷主的豐盛 馬太福音14:13-21

6 17年02月04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不要疑惑，總要信！ 約翰福音20:19-29

6 17年02月05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親歷主的豐盛 馬太福音14:13-21

7 17年02月09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親歷主的豐盛 馬太福音14:13-21

7 17年02月10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5:7

7 17年02月11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又係五餅二魚?！與我何干？ 馬太福音14:13-21

7 17年02月12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核心價值對教會的意義 馬太福音5:13-16

8 17年02月16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虛心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5:1-3

8 17年02月17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行在水面上 馬太福音14:22-33

8 17年02月18日 青少年崇拜 何子媚神學生 主的名 使徒行傳3:1-10

8 17年02月19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行在水面上 馬太福音14:22-33

9 17年02月23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行在水面上 馬太福音14:22-33

9 17年02月24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登山變像…為何？ 路加福音9:28-36

9 17年02月25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行在水面上 馬太福音14:22-33

9 17年02月26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登山變像…為何？ 路加福音9:28-36

10 17年03月02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榮光顯現 路加福音9:27-31

10 17年03月03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迎向十架路上的抉擇 路加福音9:51-62

10 17年03月04日 青少年崇拜 楊啟毅牧師 你聽唔聽到？ 路加福音9:34-35

10 17年03月05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迎向十架路上的抉擇 路加福音9:51-62

11 17年03月09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迎向十架路上的抉擇 路加福音9:51-62

11 17年03月10日 週五崇拜 陳潔怡傳道 成為一個「為大、為首」的門徒 馬太福音20:20-28

11 17年03月11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迎向十架路上的抉擇 路加福音9:51-62

11 17年03月12日 主日崇拜 陳潔怡傳道 成為一個「為大、為首」的門徒 馬太福音2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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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7年03月16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哀慟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5:4

12 17年03月17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位失敗使徒的鑑戒 約翰福音12:1-8；加福音22:1-6；馬太福音27:1-10

12 17年03月18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成為門徒中的大哥大姐 馬太福音20:20-28

12 17年03月19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位失敗使徒的鑑戒 約翰福音12:1-8；加福音22:1-6；馬太福音27:1-10

13 17年03月23日 週四崇拜 陳潔怡傳道 不要疑惑，總要信 約翰福音20:19-29

13 17年03月24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愛．到底 約翰福音13:1-17

13 17年03月25日 青少年崇拜 李鳳穎姑娘 彼得哭了 路加福音22:54-62

13 17年03月26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愛．到底 約翰福音13:1-17

14 17年03月30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起來，與主一同儆醒 馬太福音26:36-46

14 17年03月31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享主餐 馬太福音26:17-35

14 17年04月01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當你以為神失蹤了 詩篇10:1

14 17年04月02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享主餐 馬太福音26:17-35

15 17年04月06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懺罪逾越．拾級而上 詩篇130

15 17年04月07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起來，與主一同儆醒 馬太福音26:36-46

15 17年04月08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忍．得 雅各書1:12-18

15 17年04月09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起來，與主一同儆醒 馬太福音26:36-46

16 17年04月13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向軟弱說再見 羅馬書7:21-25

16 17年04月16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以馬忤斯的奇妙旅程 路加福音24:13-35

17 17年04月20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眼睛開了的一刻 路加福音24:13-35

17 17年04月21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重新上路──牧養我羊 約翰福音21:1-22

17 17年04月22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眼睛開了的一刻 路加福音24:13-35

17 17年04月23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重新上路──牧養我羊 約翰福音21:1-22

18 17年04月27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重新上路──牧養我羊 約翰福音21:1-22

18 17年04月28日 週五崇拜 李鳳穎姑娘 流通管子的生命 馬太福音10:1-10

18 17年04月29日 青少年崇拜 李鳳穎姑娘 流通管子的生命 馬太福音10:1-10

18 17年04月30日 主日崇拜 胡鄭愛聆傳道 穆宣的挑戰 約翰福音10:16；啟示錄7:9-10

19 17年05月04日 週四崇拜 李鳳穎姑娘 流通管子的生命 馬太福音10:1-10

19 17年05月0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願祢裂天而降 使徒行傳1:1-14

19 17年05月06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教會是…… 以弗所書1:22-23

19 17年05月0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願祢裂天而降 使徒行傳1:1-14

20 17年05月11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願祢裂天而降 使徒行傳1:1-14

20 17年05月12日 週五崇拜 楊周碧霞師母 平凡中的不平凡 撒母耳記上1

20 17年05月13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願祢裂天而降 使徒行傳1:1-14

20 17年05月14日 主日崇拜 楊周碧霞師母 平凡中的不平凡 撒母耳記上1

21 17年05月18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前來就光 約翰福音12:36-37，42-46

21 17年05月19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前來就光 約翰福音12:36-37，42-46

21 17年05月20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小組是…… 羅馬書12:5

21 17年05月21日 主日崇拜 Kenneth Bae牧師 In His Presence 彼得前書5:7

22 17年05月25日 週四崇拜 俞歡神學生 合而為一 腓立比書1:27-2:5

22 17年05月26日 週五崇拜 俞歡神學生 合而為一 腓立比書1:27-2:5

22 17年05月27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建立教會的藍圖 以弗所書4:11-16

22 17年05月28日 主日崇拜 俞歡神學生 合而為一 腓立比書1: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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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7年06月01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讓重要的成為重要 約翰福音15:1-8

23 17年06月02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行在聖靈中的教會 使徒行傳2:37-47

23 17年06月03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我們的關係 羅馬書15:1-7

23 17年06月04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行在聖靈中的教會 使徒行傳2:37-47

23 17年06月08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行在聖靈中的教會 使徒行傳2:37-47

24 17年06月09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看不見的信 約翰福音20

24 17年06月10日 青少年崇拜 歐建樑先生 耶穌知道你會知道嗎？ 啟示錄1:7

24 17年06月11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看不見的信 約翰福音20

24 17年06月15日 週四崇拜 陳燕桃傳道 人性的光輝 路加福音1:26-38， 46-48，23:33-43

25 17年06月16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建立教會的藍圖 以弗所書4:11-16

25 17年06月17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行在聖靈中的教會 使徒行傳2:37-47

25 17年06月18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建立教會的藍圖 以弗所書4:11-16

25 17年06月22日 週四崇拜 陳潔怡傳道 當你以為神失蹤了 詩篇10:1

26 17年06月23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三日三夜　不吃不喝 以斯帖記4:15-17

26 17年06月24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你信緊乜？ 約翰福音20

26 17年06月25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三日三夜　不吃不喝 以斯帖記4:15-17

26 17年06月29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三日三夜　不吃不喝 以斯帖記4:15-17

27 17年06月30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堅忍到底的秘訣 雅各書5:7-20

27 17年07月01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福音大「使」 約翰福音20:21-23

27 17年07月02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堅忍到底的秘訣 雅各書5:7-20

27 17年07月06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活潑的事奉 雅各書1:2-18

28 17年07月07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活潑的事奉 雅各書1:2-18

28 17年07月08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活潑的事奉 雅各書1:2-18

28 17年07月09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建立僕人文化 馬太福音20:25-28

28 17年07月13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主愛必堅固 希伯來書7:20-25

29 17年07月14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希米記8:1-18

29 17年07月15日 青少年崇拜 楊啟毅牧師 Die Hard？ 路加福音10:1-3，17-20

29 17年07月16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希米記8:1-18

29 17年07月20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希米記8:1-18

30 17年07月21日 週五崇拜 周劍英傳道 直奔前路 希伯來書12:1-3

30 17年07月22日 青少年崇拜 何子媚神學生 你我都有份 路加福音10:1-12

30 17年07月23日 主日崇拜 因颱風而取消

30 17年07月27日 週四崇拜 周劍英傳道 直奔前路 希伯來書12:1-3

31 17年07月28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有感動 就行動( I )一切從迫切禱告開始 尼希米記1:1-11

31 17年07月29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福音大「使」的使命 路加福音4:16-19

31 17年07月30日 主日崇拜 周劍英傳道 直奔前路 希伯來書12:1-3

31 17年08月03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有感動 就行動( I )一切從迫切禱告開始 尼希米記1:1-11

32 17年08月05日 青少年崇拜 黃若娟總幹事 作主的朋友，作城中的義人 創世記18:16-33

32 17年08月06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樂意捐輸的福氣 哥林多後書9:1-15

32 17年08月10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流轉慈惠心 哥林多後書9:6-10

33 17年08月11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哥林多前書13:1-8；約翰福音13:34-35

33 17年08月12日 青少年崇拜 陳偉傑助理傳道 基督耶穌的LOL 提摩太後書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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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7年08月13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哥林多前書13:1-8；約翰福音13:34-35

33 17年08月17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哥林多前書13:1-8；約翰福音13:34-35

34 17年08月18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愛的相遇 路得記1:16-17；4:11-22

34 17年08月19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人心風暴 民數記16

34 17年08月20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愛的相遇 路得記1:16-17；4:11-22

34 17年08月24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立志禁食 但以理書1:3-5，8-16

35 17年08月25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作時代的年青人 但以理書1:3-5，8-16

35 17年08月26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你有freestyle嗎？ 哥林多前書9:19-23

35 17年08月27日 主日崇拜 因颱風而取消

35 17年08月31日 週四崇拜 黎蓮好姑娘 深刻難忘的經歷！ 約翰福音20:11-17，19-25，26-29；21:4-7，12-19

36 17年09月01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起經歷神的拯救 但以理書6

36 17年09月02日 青少年崇拜 陳慧敏牧師 作背十架的門徒 路加福音9:23

36 17年09月03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作時代的年青人 但以理書1:3-5，8-16

36 17年09月07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起經歷神的拯救 但以理書6

37 17年09月08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黑暗夜，星光耀？ 但以理書12:1-13

37 17年09月09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但以理的生命看什麼是卓越的靈性但以理書6:1-5，25-27

37 17年09月10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黑暗夜，星光耀？ 但以理書12:1-13

37 17年09月14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黑暗夜，星光耀？ 但以理書12:1-13

38 17年09月1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起預備收割 約翰壹書2:12-25

38 17年09月16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小行動 大祝福 路得記1:16-17；2:1-12

38 17年09月1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起預備收割 約翰壹書2:12-25

38 17年09月21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起預備收割 約翰壹書2:12-25

39 17年09月22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三重祝福 約翰叁書1:2

39 17年09月23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一起預備收割 約翰壹書2:12-25

39 17年09月24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三重祝福 約翰叁書1:2

39 17年09月28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三重祝福 約翰叁書1:2

40 17年09月29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基督的奧祕與教會的方向 以弗所書3:1-13

40 17年09月30日 青少年崇拜 何子媚神學生 你們就是我的喜樂 腓立比書4:10-23

40 17年10月0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基督的奧祕與教會的方向 以弗所書3:1-13

40 17年10月02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基督的奧祕與教會的方向 以弗所書3:1-13

41 17年10月06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起來，為主作見證 以弗所書3:14-19

41 17年10月07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基督的奧祕與教會的方向 以弗所書3:1-13

41 17年10月08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起來，為主作見證 以弗所書3:14-19

41 17年10月12日 週四崇拜 李宇海傳道 屬靈的德行 彼得後書1:2-11

42 17年10月13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禱告與服事並重的操練 馬可福音1:29-39

42 17年10月14日 青少年崇拜 楊啟毅牧師 只因有你 馬可福音2:1-12

42 17年10月15日 主日崇拜 因颱風而取消

42 17年10月19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禱告與服事並重的操練 馬可福音1:29-39

43 17年10月20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只因有你 馬可福音2:1-12

43 17年10月21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活著‧生命 路加福音4:4

43 17年10月22日 主日崇拜 林燕傳道 一生的決定──窄門 路加福音13:22-30

43 17年10月26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我信三一神 馬太福音3:16-17；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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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7年10月27日 週五崇拜 陳小麗牧師 聖靈時代 約翰福音14:26

44 17年10月28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戶外崇拜）

44 17年10月29日 主日崇拜 陳小麗牧師 聖靈時代 約翰福音14:26

44 17年11月02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只因有你 馬可福音2:1-12

45 17年11月03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耶羅波安、神人和老先知給我們的警誡 列王紀上12:25-13:34

45 17年11月04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絕地之求告 馬太福音26:36-46

45 17年11月05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耶羅波安、神人和老先知給我們的警誡 列王紀上12:25-13:34

45 17年11月09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耶羅波安、神人和老先知給我們的警誡 列王紀上12:25-13:34

46 17年11月10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耶穌教導的禱告 馬太福音6:9-15

46 17年11月11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再思耶羅波安的生命對我們的鑑戒 列王紀上12:25-13:34

46 17年11月12日 主日崇拜 陳德全牧師 好牧人的羊 約翰福音10:7-18

46 17年11月16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耶穌教導的禱告 馬太福音6:9-15

47 17年11月17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當剛強！承傳主道 提摩太後書2:1-7

47 17年11月18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向左走？向右走？ 馬太福音7:13-14

47 17年11月19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人人行道 馬太福音7:21

47 17年11月23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當剛強！承傳主道 提摩太後書2:1-7

48 17年11月24日 週五崇拜 俞歡傳道 耶和華是神 列王紀上17:1-16

48 17年11月25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約書亞記3

48 17年11月26日 主日崇拜 俞歡傳道 耶和華是神 列王紀上17:1-16

48 17年11月30日 週四崇拜 俞歡傳道 耶和華是神 列王紀上17:1-16

49 17年12月01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石破天驚候主臨 以賽亞書64:1-9

49 17年12月02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記號 約書亞記4

49 17年12月03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石破天驚候主臨 以賽亞書64:1-9

49 17年12月07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石破天驚候主臨 以賽亞書64:1-9

50 17年12月08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神愛世人 ‧ 不斷不捨不離 何西阿書11:1-11

50 17年12月09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石破天驚候主臨 以賽亞書64:1-9

50 17年12月10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神愛世人 ‧ 不斷不捨不離 何西阿書11:1-11

50 17年12月14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神愛世人 ‧ 不斷不捨不離 何西阿書11:1-11

51 17年12月15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復興之光 詩篇126

51 17年12月16日 青少年崇拜 何子媚神學生 即或不然的信心 但以理書3:1-30

51 17年12月17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復興之光 詩篇126

51 17年12月21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客店裡沒有地方 路加福音2:1-7

52 17年12月22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客店裡沒有地方 路加福音2:1-7

52 17年12月23日 教會佈道會 陳恩明牧師 愛‧平安 路加福音2:14

52 17年12月24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客店裡沒有地方 路加福音2:1-7

52 17年12月28日 週四崇拜 顏沛恩傳道 復興之光 詩篇126

53 17年12月29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不作奴隸，恢復兒子的心 加拉太書4:4-7；羅馬書8:13-16

53 17年12月30日 青少年佈道會 方文聰傳道 「Wanted」

53 17年12月3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不作奴隸，恢復兒子的心 加拉太書4:4-7；羅馬書8:13-16

53 18年01月04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不作奴隸，恢復兒子的心 加拉太書4:4-7；羅馬書8: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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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年12月31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屬靈生命系列(六)終極篇—邁向標竿 腓立比書3:12-16

1 16年01月02日 青少年崇拜 陳偉傑助理傳道 Kickstarter - The force awakens 箴言13:12；使徒行傳1:11

1 16年01月03日 主日崇拜 陳小麗牧師 神最看重的事 羅馬書12:1-2，9-10

2 16年01月07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神最看重的事 羅馬書12:1-2，9-10

2 16年01月08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順服與抗命的良心 羅馬書13:1-5

2 16年01月09日 青少年崇拜 黃若娟總幹事 從浪子到兒子 路加福音15:11-32

2 16年01月10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順服與抗命的良心 羅馬書13:1-5

3 16年01月14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愛的順服 路加福音2:41-52

3 16年01月15日 週五崇拜 李宇海傳道 彼此相待，主愛合一 羅馬書14:1-15:13

3 16年01月16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夢想 箴言13:12下

3 16年01月17日 主日崇拜 李宇海傳道 彼此相待，主愛合一 羅馬書14:1-15:13

4 16年01月21日 週四崇拜 李宇海傳道 彼此相待，主愛合一 羅馬書14:1-15:13

4 16年01月22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有膽提．不敢誇．服事心 羅馬書15:14-19

4 16年01月23日 青少年崇拜 楊啟毅牧師 跟你做個Friend 使徒行傳2:38；約翰福音14:26

4 16年01月24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有膽提．不敢誇．服事心 羅馬書15:14-19

5 16年01月28日 週四崇拜 黎蓮好姑娘 守約施慈愛的神 馬太福音1:1-2，6，16-17

5 16年01月29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最好的光景尚未來到 出埃及記15:22-27

5 16年01月30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要往哪裡去？ 約書亞記14:6-15

5 16年01月31日 主日崇拜 李勝球牧師 各各他山上的經歷 馬可福音15:21-22；路加福音23:39-47

6 16年02月04日 週四崇拜 李勝球牧師 各各他山上的經歷 馬可福音15:21-22；路加福音23:39-47

6 16年02月0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作個屬靈人 哥林多前書2:8-16；3:1-3,6-9,18-23

6 16年02月06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靠著神進入你的追夢旅程 使徒行傳8

6 16年02月0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作個屬靈人 哥林多前書2:8-16；3:1-3,6-9,18-23

7 16年02月11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作個屬靈人 哥林多前書2:8-16；3:1-3,6-9,18-23

7 16年02月12日 週五崇拜 陳德俊牧師 心想事成 詩篇37:4

7 16年02月13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作個屬靈人 哥林多前書2:8-16；3:1-3,6-9,18-23

7 16年02月14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心想事成 詩篇37:4

8 16年02月18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有勇有愛 撒母耳記下23:13-17

8 16年02月19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創造世界的心意 創世記1:1-25

8 16年02月20日 青少年崇拜 鍾樹森牧師

8 16年02月2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創造世界的心意 創世記1:1-25

9 16年02月25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建相愛合一的家 詩篇133:1-3

9 16年02月26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又新又活的路 希伯來書10:19-25

9 16年02月27日 青少年崇拜 李宇海傳道 真 聖靈充滿 約翰福音16:5-15

9 16年02月28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又新又活的路 希伯來書10:19-25

10 16年03月03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又新又活的路 希伯來書10:19-25

10 16年03月04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人生使命與安息真諦 創世記1:26-2:3

10 16年03月05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小東西　大影響 馬太福音13:31-33

10 16年03月06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人生使命與安息真諦 創世記1:26-2:3

11 16年03月10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人生使命與安息真諦 創世記1:26-2:3

11 16年03月11日 週五崇拜 周劍英傳道 打開聖殿的新門 馬太福音21:12-14

11 16年03月12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人生使命與安息真諦 創世記1:26-2:3

11 16年03月13日 主日崇拜 周劍英傳道 打開聖殿的新門 馬太福音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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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6年03月17日 週四崇拜 周劍英傳道 打開聖殿的新門 馬太福音21:12-14

12 16年03月18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與馬競走 刵利米書12:1-6

12 16年03月19日 青少年崇拜 周劍英傳道 打開聖殿的新門 馬太福音21:12-14

12 16年03月20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我是奉差遣的 馬太福音10:1-15

13 16年03月24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好魚！ 約翰福音21:1-14

13 16年03月25日
週五受苦節崇
拜

陳小麗牧師 與主同行十架路

13 16年03月27日
主日復活節崇
拜

杜崇基牧師 復活早晨的驚喜 約翰福音20:1-18

14 16年03月31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復活早晨的驚喜 約翰福音20:1-18

14 16年04月01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所設立的婚姻關係 創世記2:18-25

14 16年04月02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你是租霸嗎？ 馬太福音21:33-41

14 16年04月03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所設立的婚姻關係 創世記2:18-25

15 16年04月07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所設立的婚姻關係 創世記2:18-25

15 16年04月08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好好做人 列王記上19:1-9,15-16

15 16年04月09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所設立的婚姻關係 創世記2:18-25

15 16年04月10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好好做人 列王記上19:1-9,15-16

16 16年04月14日 週四崇拜 朱子欽傳道 先知要走難 列王記上19:1-18

16 16年04月15日 週五崇拜 陳德俊牧師 在世而不屬世 約翰福音17:16-19；羅馬書12: 1-2

16 16年04月16日 青少年崇拜 鄭躍培牧師 我的價值 創世記1:26-27；路加福音15:3-24

16 16年04月17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在世而不屬世 約翰福音17:16-19；羅馬書12: 1-2

17 16年04月21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愛回家之隨時恭候 申命記6:4-6

17 16年04月22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罪惡破壞一切關係 創世記3:1-24

17 16年04月23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實力派信徒 馬太福音13:1-53

17 16年04月24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罪惡破壞一切關係 創世記3:1-24

18 16年04月28日 週四崇拜 李鳳穎姑娘 作鹽作光 馬太福音5:13-16

18 16年04月29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家譜看不一樣的人生 創世記5:1-27

18 16年04月30日 青少年崇拜 楊啟毅牧師 老土與好土…up-grading的生命 馬可福音4:1-9

18 16年05月01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家譜看不一樣的人生 創世記5:1-27

19 16年05月05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從家譜看不一樣的人生 創世記5:1-27

19 16年05月06日 週五崇拜 陳小麗牧師 信仰傳承 希伯來書11:23

19 16年05月07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永遠Online的生命 約翰福音15:1-8

19 16年05月08日 主日崇拜 陳小麗牧師 信仰傳承 希伯來書11:23

20 16年05月12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信仰傳承 希伯來書11:23

20 16年05月13日 週五崇拜 朱昌錂牧師 貧窮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5:3；路加福音6:20

20 16年05月14日 青少年崇拜 朱昌錂牧師 當趁白日 約翰福音9:4，4:31-36

20 16年05月15日 主日崇拜 朱昌錂牧師 悲情世界有情天 馬太福音5:7，9:36-38

21 16年05月19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結果子的秘訣 約翰福音15:1-8

21 16年05月20日 週五崇拜 王一平牧師 興起發光──體貼聖父心意 以賽亞書6:1-8

21 16年05月21日 青少年崇拜 王一平牧師 興起發光──效法聖子模式 約翰福音14:5-12

21 16年05月22日 主日崇拜 王一平牧師 興起發光──委身聖靈原旨 使徒行傳1:4-11

22 16年05月26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帶著矛盾去天堂？ 約翰福音14:1-3

22 16年05月27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來踏上轉化之旅 出埃及記17:8-16

22 16年05月28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耶穌與門徒系列(一)：耶穌是我們的師傅 馬太福音28:18-20；約翰福音13:12-15

22 16年05月29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來踏上轉化之旅 出埃及記1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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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6年06月02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來踏上轉化之旅 出埃及記17:8-16

23 16年06月03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關鍵的晚上 馬可福音14:32-42

23 16年06月04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同來踏上轉化之旅 出埃及記17:8-16

23 16年06月05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關鍵的晚上 馬可福音14:32-42

24 16年06月09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關鍵的晚上 馬可福音14:32-42

24 16年06月10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活出基督的生命 歌羅西書3:1-8

24 16年06月11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耶穌與門徒系列(二)：耶穌是我們的朋友 約翰福音15:14-15

24 16年06月12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活出基督的生命 歌羅西書3:1-8

25 16年06月16日 週四崇拜 李勝球牧師 橄欖山 馬太福音24:1-15,32-33

25 16年06月17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記念 創世記5:28-8:19

25 16年06月18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國領袖第一課 馬可福音10:35-45

25 16年06月19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記念 創世記5:28-8:19

26 16年06月23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神記念 創世記5:28-8:19

26 16年06月24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安慰困苦者 哥林多後書1:3-4

26 16年06月25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耶穌與門徒系列(三)：耶穌是我們信實的彌賽亞 馬太福音11:2-14

26 16年06月26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安慰困苦者 哥林多後書1:3-4

27 16年06月30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轉化生命‧如鷹展翅 歌羅西書3:1-4；以賽亞書40:31

27 16年07月01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彩虹下的約定 創世記8:20-9:17

27 16年07月02日 青少年崇拜 楊啟毅牧師 耶穌與門徒系列(四)：來跟從我 希伯來書1:1-2；馬可福音1:16-21

27 16年07月03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彩虹下的約定 創世記8:20-9:17

28 16年07月07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彩虹下的約定 創世記8:20-9:17

28 16年07月08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愛的激勵，叫人和好 哥林多後書5:14-19

28 16年07月09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彩虹下的約定 創世記8:20-9:17

28 16年07月10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愛的激勵，叫人和好 哥林多後書5:14-19

29 16年07月14日 週四崇拜 (因教會裝修，週四崇拜暫停一次)

29 16年07月1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改變生命的代求 創世記18:16-33

29 16年07月16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耶穌與門徒系列(五)：耶穌禱告，禱告耶穌 路加福音11:5-13

29 16年07月1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改變生命的代求 創世記18:16-33

30 16年07月21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改變生命的代求 創世記18:16-33

30 16年07月22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N無人士的佳音 詩篇67:1-2；詩篇68:5-6

30 16年07月23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背十架的真義 馬可福音8:27-9:1

30 16年07月24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建立從神得力的節奏 以賽亞書40:28-31

31 16年07月28日 週四崇拜 黎蓮好姑娘 神愛永存 詩篇107:1,8；136:1-4,23-26

31 16年07月29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到此為止 哥林多前書10:13；申命記8:2-4

31 16年07月30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咩都得？！ 哥林多前書10:23-24

31 16年07月31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到此為止 哥林多前書10:13；申命記8:2-4

32 16年08月04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到此為止 哥林多前書10:13；申命記8:2-4

32 16年08月05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溝通是關係的萬靈丹？ 創世記10:32-11:1-9

32 16年08月06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溝通是關係的萬靈丹？ 創世記10:32-11:1-9

32 16年08月07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溝通是關係的萬靈丹？ 創世記10:32-11:1-9

33 16年08月11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溝通是關係的萬靈丹？ 創世記10:32-11:1-9

33 16年08月12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立志使人得福 創世記11:27-12:9

33 16年08月13日 青少年崇拜 蘇雅琪姊妹 道成了學生 約翰福音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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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6年08月14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立志使人得福 創世記11:27-12:9

34 16年08月18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齊立志使人得福 創世記11:27-12:9

34 16年08月19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把握時機 啟示錄3:14-22

34 16年08月20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何必偏偏選中我？ 馬太福音9:35-10:4

34 16年08月21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把握時機 啟示錄3:14-22

35 16年08月25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把握時機 啟示錄3:14-22

35 16年08月26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三敬大君王 詩篇24

35 16年08月27日 青少年崇拜 楊鳳儀宣教士 請開我的眼 馬太福音9:35-38

35 16年08月28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三敬大君王 詩篇24

36 16年09月01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三敬大君王 詩篇24

36 16年09月02日 週五崇拜 朱活平牧師 作主門徒　生活就是事奉 提摩太後書2:1-7

36 16年09月03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掀開耶穌與門徒關係的序幕—尋求珍寶篇 馬可福音1:1-8

36 16年09月04日 主日崇拜 朱活平牧師 作主門徒　生活就是事奉 提摩太後書2:1-7

37 16年09月08日 週四崇拜 朱活平牧師 作主門徒　生活就是事奉 提摩太後書2:1-7

37 16年09月09日 週五崇拜 陳潔怡傳道 掀開耶穌與門徒關係的序幕 馬可福音1:1-8

37 16年09月10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要傳悔改的福音 馬可福音1:9-15

37 16年09月11日 主日崇拜 陳潔怡傳道 掀開耶穌與門徒關係的序幕 馬可福音1:1-8

38 16年09月15日 週四崇拜 陳潔怡傳道 耶穌是我們信實的彌賽亞 馬太福音11:2-14

38 16年09月16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要傳悔改的福音 馬可福音1:9-20

38 16年09月17日 青少年崇拜 李智輝傳道 與馬爭先！ 耶利米書12:1-6

38 16年09月18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要傳悔改的福音 馬可福音1:9-20

39 16年09月22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同來禮拜 詩篇122

39 16年09月23日 週五崇拜 林翠霞牧師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約翰福音17:14-19

39 16年09月24日 青少年崇拜 (青少年牧區旅行)

39 16年09月25日 主日崇拜 林翠霞牧師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約翰福音17:14-19

40 16年09月29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堅持到底  有好戲睇 耶利米書12:1-12:6

40 16年09月30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宣揚神國度的三個優先 馬可福音2:13-17；3:20-35

40 16年10月01日 青少年崇拜 顏沛恩傳道 絢爛耀目的蝴蝶 創世記37；45:5-8

40 16年10月02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宣揚神國度的三個優先 馬可福音2:13-17；3:20-35

41 16年10月06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宣揚神國度的三個優先 馬可福音2:13-17；3:20-35

41 16年10月07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愛的承諾 以赛亞書43:1-7

41 16年10月08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宣揚神國度的三個優先 馬可福音2:13-17；3:20-35

41 16年10月09日 主日崇拜 陳德俊牧師 打破貧窮心態 約翰福音10:10

42 16年10月13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愛的承諾 以赛亞書43:1-7

42 16年10月14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面對風暴的發現 馬可福音4:35-41

42 16年10月15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Reach Out for Jesus 創世記12:1-3

42 16年10月16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面對風暴的發現 馬可福音4:35-41

43 16年10月20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面對風暴的發現 馬可福音4:35-41

43 16年10月21日 週五崇拜 朱子欽傳道 厭棄與跟從 馬可福音6:1-6；6:7-13；3:13-15

43 16年10月22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面對風暴的發現 馬可福音4:35-41

43 16年10月23日 主日崇拜 朱子欽傳道 厭棄與跟從 馬可福音6:1-6；6:7-13；3:13-15

44 16年10月27日 週四崇拜 顏沛恩傳道 是鹽是光 馬太福音5:13-16

44 16年10月28日 週五崇拜 陳小麗牧師 作主門徒三步曲 馬可福音8:27-37



筲箕灣浸信會
2016年崇拜講題記錄表

週次 日期 崇拜 講員 題目 經文

44 16年10月29日 青少年崇拜 李智輝傳道 Z世代聰明人 馬太福音7:24-27

44 16年10月30日 主日崇拜 陳小麗牧師 作主門徒三步曲 馬可福音8:27-37

45 16年11月03日 週四崇拜 陳小麗牧師 作主門徒三步曲 馬可福音8:27-37

45 16年11月04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食飯要洗手嗎？ 馬可福音7:14-23 (參考加拉太書5:16-25)

45 16年11月05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進入「感恩文化」 路加福音17:11-19

45 16年11月06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食飯要洗手嗎？ 馬可福音7:14-23 (參考加拉太書5:16-25)

46 16年11月10日 週四崇拜 楊啟毅牧師 食飯要洗手嗎？ 馬可福音7:14-23 (參考加拉太書5:16-25)

46 16年11月11日 週五崇拜 顏沛恩傳道 外．內．敬．虔 詩篇50

46 16年11月12日 青少年崇拜 陳小麗牧師 少年十五二十時 詩篇90:12

46 16年11月13日 主日崇拜 顏沛恩傳道 外．內．敬．虔 詩篇50

47 16年11月17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來，結果子 馬可福音11:12-14,20

47 16年11月18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門徒生命的抉擇 馬可福音10:17-34

47 16年11月19日 青少年崇拜 黃若娟傳道 剛強壯膽 約書亞記1:1-9

47 16年11月20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門徒生命的抉擇 馬可福音10:17-34

48 16年11月24日 週四崇拜 李鳳穎姑娘 揀選生命、祝福 申命記30:15-20

48 16年11月25日 週五崇拜 李智輝傳道 一二三Go 馬可福音11:1-11

48 16年11月26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門徒生命的抉擇 馬可福音10:17-34

48 16年11月27日 主日崇拜 李智輝傳道 一二三Go 馬可福音11:1-11

49 16年12月01日 週四崇拜 陳燕桃傳道 說話的權柄 箴言18:21，15:1，16:24

49 16年12月02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主耶穌看領導是什麼 馬可福音10:35-45

49 16年12月03日 青少年崇拜 陳潔怡傳道 只有感恩，惟有感恩 詩篇138

49 16年12月04日 主日崇拜 陳德全牧師 做個屬靈人 哥林多前書2:8-16

50 16年12月08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主耶穌看領導是什麼 馬可福音10:35-45

50 16年12月09日 週五崇拜 楊啟毅牧師 信心的重建與持守 馬可福音16:20 (參考馬可福音16:9-19)

50 16年12月10日 青少年崇拜 楊啟毅牧師 重拾失落的七件事 馬可福音16:20

50 16年12月11日 主日崇拜 楊啟毅牧師 信心的重建與持守 馬可福音16:20 (參考馬可福音16:9-19)

51 16年12月15日 週四崇拜 李智輝傳道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5:7

51 16年12月16日 週五崇拜 杜崇基牧師 忠信生命的典模 馬太福音1:18-25

51 16年12月17日 青少年崇拜 杜崇基牧師 忠信生命的典模 馬太福音1:18-25

51 16年12月18日 主日崇拜 杜崇基牧師 忠信生命的典模 馬太福音1:18-25

52 16年12月22日 週四崇拜 杜崇基牧師 忠信生命的典模 馬太福音1:18-25

52 16年12月25日 主日聯合崇拜 朱活平牧師 如何面對聖誕 馬太福音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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