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效法基督》                             2020   

主日崇拜  

10 月 4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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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11:1-3 ----------------- 眾立 

敬拜讚美 ------------- (頁 1-2)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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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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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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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輭弱化剛强》 
   林後 十二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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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及牧禱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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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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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詩 --------------- 燃獻生命祭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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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父。」 （羅 十五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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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   

《詩》111：1-3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並公會中，一心稱

謝耶和華。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祂所行的

是尊榮和威嚴，祂的公義存到永遠。 

 

 

 

 

 

敬拜讚美  

《得力在乎祢》 

細細察看祢恩惠遍大地，默默靜候賜恩的祢； 

祢說安穩平靜，能重新得力氣，有祢應許，教我身心奮起！ 

信靠祢每天給予我力量，萬事順服祢的方向； 

縱有高峰危路，振翅高飛直上，祢那恩典超過我願我所想！ 

來讓我舉手感恩歡唱讚美祢的歌， 

全力地敬拜編織歌韻遍傳達遠方， 

萬嶺千山也齊聲拍和讚歎祢是王， 

榮耀國度尊貴都歸給我主！（讓我傾心傾意傳揚祢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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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心給我》 

假若我有無限智慧，我甘棄主腳下； 

假若我有財物滿貫，我交給主手中； 

我願這生獻呈為你，願明白你心意； 

『不用獻我財物智慧，將心給我。』 

 

 

 

 

 

《我願意給祢》 

1. 我願意給祢，整個的生命，無論是苦楚快樂，我願仍然給祢， 

盼望祢傾聽，盼望祢安慰，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也有著祢。 

2. 我願意跟祢，走過一生路，前面是崎嶇滿途，我願仍然跟祢， 

盼望祢鼓舞，盼望祢牽引，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永遠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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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輭弱化剛强 

經文：林後 十二 7-10 

12: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啓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

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

高。  

12:8 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  

12: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

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2:10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

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使命詩 

《燃獻生命祭》 

屬世的衝擊每天張羅迷惑，從世俗裡面偷取信徒心， 

玷污那屬祢恩約子女，環望世界已被那慾念擴張。 

願眾心儆醒以心相連維繫，神要在這地興起信徒心， 

收取那屬祢天國莊稼，來吧背上十架燃燒我心。 

就讓我這一生，為基督甘願擺上，來成就祢付託心意使命， 

願祢以火澆奠使我誇勝，去我心卑污重燃馨香生命祭。 

就讓我這一生，為主不捨亦不棄，誠然讓祢用愛譜上盼望， 

願眾生得見主永恆真愛，以祢作依歸全然將身心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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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多謝陳一華牧師蒞臨證道，願主賜福。 

2. 週三祈禱會：逢星期三晚上 8 時，教會舉行守望祈禱會，歡

迎會眾回到教會一同參與，或參與 Facebook 直播祈禱。 

3. 恢復聚會：在「限聚令」逐步放寬下，現場的主日崇拜已恢

復。禮堂名額 60 人，需按教會安排入座。進入教會的會眾，

需作健康申報，並務必佩戴口罩。主日學課程下週起恢復。

AWANA 仍然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4. 洪恩網頁：洪恩堂網頁已完成更新，會眾可到網頁瀏覽本堂

資訊。輸入網址：www.graceflowchurch.com，或搜尋「宣道

會洪恩堂」。 

5. 會友大會：母堂之會友大會定於 10 月 11 日（日）早上 10 時

正在錦繡堂舉行，倘未能出席者，請到教會填妥授權書，教

會會轉交大會，以襄聖工。 

6. 區會年報：2019 宣道會年報已製作完成，請會眾到教會索取

細讀，以認識宣道會之近況。 

7. 信仰系列講道：每月一次外來講員證道，下週（10 月 11 日）

講員是蔣文忠博士，題目：《盼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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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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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I.  教會、社區中心事工  

1. 求上主使用下主日（11/10）蔣文忠博士所宣講的信息，讓

洪恩家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 政府防疫措施有所放寬，求上主帶領教會和社區中心逐步

恢復各項聚會以及各類型班組，讓弟兄姊妹得著牧養，又

讓坊眾得著支援和幫助。 

3. 求上主帶領曾敏姑娘，讓她在洪恩家有美好的適應，讓她

能夠把上主的恩賜在洪恩家有所發揮。 

4. 求上主帶領陳志鵬傳道，讓他在新的事奉工場裡有更美的

服事，成為多人的祝福。 

5. 求上主帶領教會，走出疫情的困局，同心思考未來的發展。

求上主保守教會，供應一切所需用。 

 

 

II. 錦宣事工   

1. 求上主保守青少年群體，讓他們在疫情之下能忍耐到底。 

2. 在疫情放緩之下，加恩樓提供有限度服務，求上主保守使

用者和同工的健康。 

 

 

II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近日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衝突不斷，已有數十人死亡，數

百人受傷。我們記念為遭受戰爭和暴力的人民和國家祈

禱，也願上帝居住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光照黑暗。 

2. 在美國，近日有評論指白人擁有「好基因」，意味著社會已

經充斥著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願上帝的愛照耀被仇恨、

分裂和暴力所籠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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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倫比亞警方搗毀了一個販賣人口的集團，該集團在哥倫

比亞招聚婦女，並強迫她們到中國賣淫。我們祈求上帝彰

顯公義，保護貧窮和弱勢的婦女。 

4. 我們為本地的學校、老師和家長禱告，盼望學生都能適應

在新學期遇到的挑戰。 

 

 
 



 

 

  
 4/10/2020（日） 11/10/2020（日）<聖餐主日> 

主席 陳志鵬傳道 陳志鵬傳道 

講員 陳一華牧師 蔣文忠博士 

領唱 李雲鳳 陳志鵬傳道 鍾英順 楊桂芬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 / 

司事/接待 程盛樺 李淑瓊 程盛樺 李淑瓊 

 余少群  余少群  

翻譯 / / 

音響/影視 梁悅華、鍾英順、鄧潤暢、張浩輝 梁悅華、鍾英順、鄧潤暢、張浩輝 

祝福 陳一華牧師 謝靄薇牧師 

插花 / / 

兒童崇拜 

/AWANA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張麗華 
 
 

9 月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上週網上參與平均人數（人） 

收入 奉獻 $194,500   主日學 / 

 其他    主日崇拜 52 

支出  薪津 $87,916   週三祈禱會 13 

 租金及行政費 $43,229      

 其他 $33,565      

盈餘/(不敷)   $29,790   

9 月累積奉獻收入:              $194,500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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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可依奉獻者之意願將其姓名或代號刊登於崇拜週刊內，如需要用代號者，請與本堂行政同工聯絡。 

地址：元朗洪水橋德慶樓地下、二樓及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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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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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