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 ： 委身事奉           2022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 十二 ：1）

主日崇拜 

7 月 17 日(日)    早上  11︰30  

序樂 --------------------------------------------- 眾坐 

宣召 -------------- 詩 113：1-3  ---------------- 眾立 

敬拜讚美 ------------- (頁 1-3) ------------------ 眾坐 

福音粵曲隊 ------樂韻飄揚頌聖恩；歡欣響遍------ 眾坐 

頌禱 -------------------------------------------- 眾立 

認信 ----------------- 使徒信經 ----------------- 眾立 

宣道 -------------------------------------------- 眾坐 

   《忠心：是禍抑是褔？》 
 路得記 1：1-22 (和修版) 

 

回應詩 ------------ 我知誰掌管明天 ----------------- 眾坐 

奉獻 ----------------- 為耶穌而活 ------------------           

(奉獻金錢乃基督徒本份，未信者可自由參與) 

眾坐 

-------奉獻詩「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報告 --------------------------------------------- 眾坐 

讚美詩 ---------------- 讚美詩 生 535 ----------- 眾立 

祝福 --------------------------------------------  眾立 

使命詩 ----------------- 讓愛走動 -------------    眾立  

默禱散會 --------------------------------- 願主賜福各位 



 

 

宣召 

《詩》113:1-3 

 

哈利路亞！耶和華的僕人哪，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從日出之地到日

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敬拜讚美  

 
《敬拜上帝》 

 

來敬拜上帝，來讚美上帝，榮耀至尊彰顯於世間。 

來敬拜頌讚，全聖潔上帝，完備救恩千載到萬世。 

萬口讚奇妙，稱頌祢，創造大能遍宇宙穹蒼。 

來敬拜上帝，齊獻上活祭，傳頌我主恩典到萬世。 



 

 

《主愛飛揚》 

 

我一生要宣揚，全賴祢恩典光輝把我燃亮， 

祢為我擔眾罪竟捨命十架上， 

這真愛令我心要頌揚。 

要把主愛宣揚，神定意將這福音遍傳世上， 

賜下了應許盼望去掉了哀傷， 

於幽暗絕處把我燃亮。 

耶穌賜下新生並應允我安穩， 

憑主不變的應許危難也不畏懼， 

耶穌豐厚恩典永不更改變遷， 

我願意將祢足跡遍傳，感恩不斷。 

如沒祢我已走向絕望困惑黑暗， 

唯獨祢，帶領我衝破險阻。 

耶穌賜下新生並應允我安穩， 

憑主不變的應許危難也不畏懼， 

耶穌豐厚恩典永不更改變遷， 

我願意獻呈真心給祢，一生讚美。 

 



 

 

《要忠心》 

 

1. 我們已受主教導今要出發，回想曾坐在主足前， 

我們曾飲於屬天真理活泉，嘗其味有如蜜甘甜； 

我們要為主負起證道之責，到世界廣大禾田；  

主差我們去帶此神聖口號；無論何代價要忠心。 

2. 從相聚地方我們今要出發，正如五旬節時一般， 

我們已經將自己完全奉獻，並已得着聖靈充滿； 

我們今出去要像一卷書信，活出救主的音容； 

我們要時常代表着主耶穌，一生一世都要盡忠。 

3. 帶榮耀使命我們今要出發，有如天國所遣使者， 

發出神恩惠福音最後呼籲，使萬民之罪惡得赦； 

奉派去拯救黑暗中憂傷者，解除罪惡中苦痛； 

如此大事工及神聖之託付，我怎能不為主盡忠。 

 

副歌： 要忠心！忠心！此口號傳播響亮； 

         忠心！要忠心！忠於你的榮耀王； 

要忠心！忠心！縱別人變節退後； 

無論何景況，你要站主旁，願主常見你忠心。 

 

 

 

 

 



 

 

福音粵曲獻唱 

《樂韻飄揚頌聖恩》      填詞人 : 何柏岐 

 

樂頌天音飄世間！日夕同和唱，頌讚主的愛！讚頌傳揚。恩情

無量真愛顯，笙歌遍樂園。歌讚頌上帝，上帝救贖完全。願成

全，天父恩憐。甘心上十架，施拯救，為你寶血來奉獻。洗脫

罪債愁纏，驚讚嘆主基督恩義長存。高聲唱！歌頌恩不變，與

主樂聚年年。聖父愛，子恩眷，樂韻悠揚，清風送暖。天日

朗，萬里花香遍，天軍唱和，讚頌神前。讚歌喜歡天，天家賜

予君主祂手相牽呀，耶穌愛萬年。日夕歡欣聲震天，萬物蒼生

主恩眷。人人福樂恩情現，上帝天恩不改變。萬世流芳十架

顯！到寶座前，將心獻，歌唱頌讚主愛世間傳。 

 

 

 

 

 

 

 

 

 

 



 

 

《歡欣響遍》      填詞人 : 何柏岐 

 

歡欣起舞，讚頌救主恩眷，天軍歌唱奏樂永不斷，耶穌紆尊

降世，佢滿有恩典。聖子恩臨情再現，嘆息世人全有罪，佢

願承十架將身獻，血灑拯救十架完全。月缺能重圓，重返天

家暢聚，約誓兩相牽，新衣穿上，讚頌神大愛不斷。朝晚伴

神樂唱隨，互愛常勵勉，天家讚美喜歡天。頌讚恩不斷，似

輕舟水裏翩，波光倒影照盡在湖現，愁悶再不糾纏。地老主

相牽，天荒愛垂憐，鴛鴦逐浪，兩心不改變，人人讚美，主

恩愛萬年，今生夢幻，繁華難聚斂。罪似翻江亂（罪似翻江

亂），靠主施恩典（靠主施恩典），真心相信莫疑念，有主心

溫暖。十架恩不斷（ 十架恩不斷），靠基督恩典（靠基督恩

典），將心擺上盡呈現，永享天家恩眷。頌讚聲不斷（頌讚聲

不斷），讚歌歡呼震天（讚歌歡呼震天），天軍歌唱頌讚父榮

耀，萬世歡欣聲響遍！頌讚聲不斷（頌讚聲不斷）讚歌歡呼

震天（讚歌歡呼震天）天軍歌唱頌讚父榮耀，萬世歡欣聲響

遍！ 

 

 

 

 

 

 



 

 

講題：忠心：是禍抑是褔？ 

經文：路得記 1：1-22 (和修版)  

1:1  士師統治的時候，國中有饑荒。在猶大的伯利恆，有一個

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1:2  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娥米；他兩個兒子，

一個名叫瑪倫，一個名叫基連，都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

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裏。 

1:3  後來拿娥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她和兩個兒子。 

1:4  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一個名叫俄珥巴，第二個名叫路

得，在那裏住了約有十年。 

1:5  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娥米，沒有丈夫，也沒有

兒子。 

1:6  拿娥米與兩個媳婦起身，要從摩押地回去，因為她在摩押

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給他們。 

1:7  她和兩個媳婦就起行，離開所住的地方，上路回猶大地

去。 

1:8  拿娥米對兩個媳婦說：「你們各自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

待你們，像你們待已故的人和我一樣。 

1:9  願耶和華使你們各自在新的丈夫家中得歸宿！」於是拿娥

米與她們親吻，她們就放聲大哭， 

1:10  對她說：「不，我們要與你一同回你的百姓那裏去。」 

1:11  拿娥米說：「我的女兒啊，回去吧！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

能生兒子作你們的丈夫嗎？ 

1:12  我的女兒啊，回去吧！我年紀老了，不能再有丈夫。就算

我還有希望，今夜有丈夫，而且也生了兒子， 

1:13  你們豈能等著他們長大呢？你們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嗎？我

的女兒啊，不要這樣。我比你們更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擊

打我。」 



 

 

1:14  兩個媳婦又放聲大哭，俄珥巴與婆婆吻別，但是路得卻緊

跟著拿娥米。 

1:15  拿娥米說：「看哪，你嫂嫂已經回她的百姓和她的神明那裏

去了，你也跟你嫂嫂回去吧！」 

1:16  路得說：「不要勸我離開你，轉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去，

我也往哪裏去；你在哪裏住，我也在哪裏住；你的百姓就

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1:17  你死在哪裏，我也死在哪裏，葬在哪裏。只有死能使你我

分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懲罰我！」 

1:18  拿娥米見路得決意要跟自己去，就不再對她說甚麼了。 

1:19  於是二人同行，來到伯利恆。她們到了伯利恆，全城因她

們騷動起來。婦女們說：「這是拿娥米嗎？」 

1:20  拿娥米對她們說：「不要叫我拿娥米，要叫我瑪拉，因為全

能者使我受盡了苦。 

1:21  我滿滿地出去，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耶和華使我受

苦，全能者降禍於我。你們為何還叫我拿娥米呢？」 

1:22  拿娥米從摩押地回來了，她的媳婦摩押女子路得跟她在一

起。她們到了伯利恆，正是開始收割大麥的時候。 

 

 

 

 

 

 

 

 

 



 

 

回應詩 

《我知誰掌管明天》 

 

1.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每一天只為主活， 

我不借明天的陽光，因明天或不晴朗， 

我不要為將來憂慮，因我信主的應許， 

我今天要與主同行，因祂知前面路程。 

2.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黃金階梯， 

每重擔越挑越輕省，每朵雲披上銀衣， 

在那裡陽光常普照，不再有淚流滿面， 

在美麗彩虹的盡頭，眾山嶺與天相連。 

3.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或遭遇貧苦飢餓， 

但那位看顧麻雀者，祂必然也看顧我， 

祂是我旅途的良伴，縱遭遇各樣災害， 

我救主必與我同在，祂寶血把我遮蓋。 

 

 副歌：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 

      但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奉獻詩 

《為耶穌而活》 

 

1.   為耶穌而活，是生命真義，思想或言行， 

滿足主心意，欣然順服主，憑主旨引領， 

這樣為主活，是蒙福路程。 

2.   為耶穌而活，祂為我受死，背負我罪債， 

受凌辱唾棄，如此大慈愛，感動我歸依， 

我願獻一切，跟隨主到底。 

   

副歌： 基督耶穌我救主，我獻身心給祢； 

    因祢在十字架上，甘願為我捨己； 

    祢是我唯一主宰，我心作祢寶座， 

    從此我要為主而活，主阿，專一為祢。 

 

 

使命詩 

《讓愛走動》 

 

走過傷心，走過淚水，讓每一顆心再次飛起來。 

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讓每個靈魂再次活過來。 

讓愛走動，讓你的愛化成希望的種子， 

隨風揚起，編織美麗的夢。 

讓愛走動，讓你的愛化成溫暖的擁抱， 

綻放陽光，編織神所造的夢。 

 



 

 

家務報告 

1.致謝講員：感謝梁子勇牧師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賜福。 

2.栽培課程：楊小玲師母 於 7 月 24 日，時間：上午 10：00

開班教授「基督徒價值觀」。歡迎向教會幹事潘潘查詢及報

名。 

3.TIK 講座：介紹一套家長情緒教練課程 TIK 講座，有效協助

家長理解兒童情緒和處理困難。教會邀請講員：徐偉東先生

於 7 月 31 日(日)，下午 2：30 – 4：30，費用全免，需要

網上報名登記。 

4.口腔健康講座：邀請司徒慧婷牙科醫生於 2022 年 7 月 24 日 

(日)，下午 2：30 – 3：15pm， 免費牙齒檢查，名額 30

位，需要網上報名，先到先得。 

5.暑期活動：教會在 8 月 22 至 27 日舉辦暑假樂繽 FUN 活

動，時間：10：00 至 15：00，費用：100 元 包材料，對

象：小二至小六，可向教會幹事潘潘查詢及報名。 

6 培靈研經大會期間，教會開放以下兩段時間，讓會友回來觀

看。8 月 2-5、9-10 日(星期二至五)，上午 11:00。8 月 3 及

10 日(星期三)，晚上 7:30。歡迎會眾參加。 
 

7.奉獻方法：本堂有以下奉獻方法： 

a.郵寄支票 / 銀行入賬； 

 b.「轉數快」：名稱：C AND M A GRACEFLOW C 

    Bank code：351-820-43790（「上海商業銀行」 

 

 

 

 



 

 

代禱事項  
 

I.  教會、社區中心事工  

1. 求主使用下主日 (24/7) 曾敏傳道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

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請為社區服務部禱告，求主為我們預備新的班組導師，

以接替即將離開的。又求主記念社區服務部部長張浩輝

弟兄，社區中心同工鄧凱潔姊妹以及洪仁仁女士，賜他

們加倍的能力和恩典去策劃合適的班組活動，以服事社

區，為福音工作鋪路。 

3. 第九十四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將於八月一至十日於網上

公開直播舉行，期間不設公開現場聚會。大會分別邀請

了柯貝爾牧師、李思敬牧師以及鮑維均牧師作為講員。

求主賜弟兄姊妹一顆渴慕神話語的心，願意預留時間去

觀看培靈研經大會。又求主使用各講員的信息，叫弟兄

姊妹得到提醒，生命迅速成長。 

4. 今年教會的年題是「委身事奉」，感恩我們多了弟兄姊妹

參與不同部門的服事。下半年，求主藉著同工和領袖幫

助弟兄姊妹更認識自己的恩賜，從而為主擺上更多。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泰語團契團長潘美雲姊妹禱告，姊妹將會上栽培課

程，學習如何栽培初信者，7 月 22 日是第一課。由於上

課的語言不是姊妹的母語，所以姊妹有點擔心。求主賜

下聰明智慧，讓姊妹能夠明白和掌握課堂內容。又求主

賜姊妹力量去服事神。 

 



 

 

III. 錦宣事工 

1.請為金齡牧區禱告，常青團肢體年紀漸長，求主保守他 

們出入腳步平安穩妥，身心靈健壯。 

2.求主賜恩與眾部委，使他們有智慧為金齡人士策劃合適

的活動，好讓這些年長的肢體認識主更深。 

 

 

VI.   宣教 

1. 為泰國專職宣教士青島雁子代禱，計劃在 7 月 20 及 27

日(周三晚) 會與藍康恆大學合作以視像形式進行英文交流

活動，感恩找到有心有能力的教英文者參與此活動，現在

等大學回覆，盼望能順利如期進行。 

 

 

 

 

 

 

 

 

 



 

 

見證分享︰ 

作者︰姚碧霞               

《我嚮往的地方》 

我嚮往的地方是我心裏的天堂，那兒的天氣，不冷不熱、

不燥不濕。 

  深谷幽蘭、高雅百合均四季盛開，各顯美姿。優雅滑翔天

際的薄翅蜻蜓，色彩斑斕的蝴蝶時來造訪，卻不會殘留蛻變之

前的毛毛蟲，使人皮膚敏感、痕癢難耐。 

那兒有情深繾綣的鴛鴦，鳥兒也在樹上嚶嚶嚦嚦地一起演

奏歡快的樂曲，卻不會爆發「禽流感」；也沒有鳥糞投放到路

人身上；更不會在天尚未破曉時，你唱我和地擾人清夢。 

  那裡既有古韻的小橋流水；亦有着現代科技，數碼化的陳

設。晚上，躺在草地上觀賞浩瀚的銀河星宿時，草叢裡沒有叮

人的蚊子。 

  那個地方，有著樸實的民風；也有著有趣的習俗。那裡的

居民滿有愛心，經常關顧人卻不會好事地打聽私隱，更不會散

佈惡毒的流言，只會隨時隨地說造就人的話。在那裡沒有嫉

妒，只有欣賞。 

  那兒的男女老少皆悠閒地度日，齊唱詩歌，大家一齊敬拜

真正的 神靈。他們凡物公用，每天卻不愁生活用度，可與心

愛的人相濡以沫，想探友造訪也無需舟車勞頓。 

 

 



 

 

  那裡的食物應有盡有，充斥着珍饈美餚；水果任意採摘飽

嚐。那裡的女士滿足了口腹之餘還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材。惟那

裡的人卻不再在乎自己的長相、衣著如何了。 

那裡的人不會病骨支離，也不會死亡；在那裏，為人子女

者都恭敬孝順父母、關心父母，沒有愧咎，也沒有遺憾。在那

裡沒有打劫偷竊，人人恪守誠信，持守最高的道德標準。 

  那裏是我的「烏托邦」；那裏是我尋覓的「桃花源」；那裏

就是我嚮往的天堂。 

  這不就是聖經中所應許的天家嗎？實在是信徒的盼望啊！ 

  如今的世界，科技雖日新月異，但環境卻每況愈下。地上

有形、無形的世界都禮樂崩壞了，越來越不適合我們居住，無

論我們移居何處仍無法解決人類根本的問題，我們不禁慨歎一

句︰「何處是吾家？」但 主耶穌卻為信徒預備了天家，這是

世人真正的盼望。 祂曾說：「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我

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在天家， 神要親自與我們同在， 神要擦去我們一切的

眼淚；不再有罪惡、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過往種種，

神都一筆勾銷寬恕了。在地上，我們無法覓得這樣完美無疵的

世外桃源，我們可以寄望在那榮美的天家。 

  由此刻始，只要一息尚存，我們都願意追求公義、聖潔，

敬虔地度日，竭力地止於至善。殷切審慎地籌謀、規劃，作出

進入那美善天家的準備。 

 

 



 

 

 

2022 年度 

5 月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83,660.00 113,799.00 

開支   

人事 35,157.00 31,741.00 

導師費  71,209.00 

租金 32,500.00  

電費及電話費 7,699.00  

本地跨文化  4,200.00  

電腦設備 9,021.00  

會計系統 3,413.00  

其他 17,224.00  

盈虧： (25,554.00) 10,849.00 

 

 

 

累計七月份二週奉獻：$59,480 

奉獻方法： 

1. 支票奉獻：抬頭請寫「基督教宣道會洪恩堂」或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Graceflow Church”； 

2. 銀行轉賬、櫃員機、網上銀行：「上海商業銀行」，戶口號碼：351-820-43790； 

3. 轉數快：名稱：C AND M A GRACEFLOW C，Bank code：351-820-43790； 

* 請將銀行入數紙或轉賬截圖交予本堂行政同工。 

**奉獻者以代號取代實名，如未有代號，請與行政同工申請。 

地址：元朗洪水橋德慶樓 7-8 號舖地下至三樓 

Tel: 2146 2300       Fax: 2146 2322       Email:  info@graceflowchurch.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magraceflowchurch       網頁：www.graceflowchurch.com 

 17/7/2022（日） 24/7/2022（日） 

主席 梁美娟 張麗嬌 

講員 梁子勇牧師 曾敏傳道 

領唱 張浩輝 張元嘉 陳妙玲 張浩輝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陳根雄 陳根雄 

司事長 黃裔焜 黃裔焜 

司事 1.張潔雲、2.梁志珊、3.湯麗娟、4.李立申 1.張潔雲、2.梁志珊、3.湯麗娟、4.倪曉琳 

襄禮 / / 

音響/影視 鄧潤暢、彭蕊玲、梁晚珠、譚慧玲、楊艷娟 梁悅華、彭蕊玲、梁晚珠、譚慧玲、楊艷娟 

祝福 梁子勇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陳妙玲 潘潘 

當值堂委 鄧秋萍 鄧秋萍 

兒童崇拜 潘玉蘭 李立申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 

聚會人數 
(人) 

7 月 10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27 / 

主日崇拜 82 12 

一週祈禱會 / 27 

洪恩堂 2022 年度財務報告(不包括中心部份) 

月份 收入 開支 

第一季 504,921.00 355,893.00 

第二季 327,840.00     310,822.00 

累積 832,761.00     666,715.00 

結餘 166,046.0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24000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225 2,000 933616 100 具名奉獻 530 

719 50 949597 2,000 常費奉獻 1,330 

819 300 AA195 5,100 H19 500 

1227 1,000 C2209 1,000 Li7777 500 

PF007 2,100 U5 10,000 W.SP0101 1,000 

654321 1,000 CC3298 3,000 總額 31,510 

mailto:info@graceflowchurch.com
http://www.graceflowchur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