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效法基督》                             2020   

主日崇拜  

10 月 18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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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3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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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每分光》 
   林前 十二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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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2 

我要一心稱謝祢，在諸神面前歌頌祢。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為

祢的慈愛和誠實稱讚祢的名，因祢使祢的話顯為大，過於祢所應

許的。 

 

敬拜讚美  

《奇妙的愛》 

1. 倘若你問我天有多高？我不知如何回答。 

倘若你問我海有多深？無人能測透， 

惟有主的愛比天更高。這是我所能知道， 

惟有主的恩比海更深，這是我所領受到。 

2. 當我落在百般試煉中，祢就在我前領路。 

當我前路遇見困難時，祢永遠是我引導， 

今後我願得着主耶穌，成為世上至寶， 

但願一生為主所使用，免得光陰白虛度。 

副歌：啊！主的愛是何等奇妙，主的恩是何等豐富， 

我這白白領受主愛主恩的人，真感到無以能圖報。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天空降下雨水，愛在灌溉，小花汲取這愛，綻放色彩， 

當失腳遇困苦，祢應許沒變改， 

靈內深深感應到，神大愛深廣似海。 

感恩祢在每刻賜下厚愛，供給所需一切，令我心喝采， 

祝福我在這生，信心不會變改，懷著謙卑心靈讚頌祢愛。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祝福滿滿傾瀉，緊擁抱我度過寒夜，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恩光照我荒野， 

許多咒詛靠著祢可改寫，神應許嗎哪降在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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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必保守》 

1. 天邊飛雁不耕不收，我父仍將牠保守， 

可知你何等貴重，天父必保守。 

2. 今天花兒引風輕歌，卻奈何它一朝枯萎， 

恩主也為它戴上華麗，天父必保守。 

3. 我父慈愛，祂必解你悲憂， 

心中悲憂成為樂暢，天父深恩！ 

4. 雖遭風浪不須驚慌，我父洪恩一一擔當， 

必使狂風變平靜，天父必保守！ 

 

主題：凝聚每分光 

經文：林前 十二 1-31 

12:1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12:2 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隨事被牽引、受迷惑，去服事那啞

巴偶像，這是你們知道的。  

12:3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

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12:4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12:5 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12:6 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 

12:7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12:8 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

的言語，  

12:9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

醫病的恩賜，  

12:10 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

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12:11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12: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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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

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12:14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12:15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因此

就不屬乎身子。  

12:16 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也不能因

此就不屬乎身子。  

12:17 若全身是眼，從哪裏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裏聞味呢？  

12:18 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12:19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在哪裏呢？  

12:20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12:21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着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

不着你。」  

12:22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12:23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

美的，越發得着俊美。  

12:24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着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

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12: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12:26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

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12: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  

12:28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

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

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12:29 豈都是使徒嗎？豈都是先知嗎？豈都是教師嗎？豈都是

行異能的嗎？  

12:30 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嗎？豈都是說方言的嗎？豈都是翻

方言的嗎？  

12:31 你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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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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本堂同工陳志鵬傳道於本主日傳講信息，願

主賜福。 

2. 獻花致謝：多謝譚靜雯姊妹於本主日獻花，願主賜福。 

3. 恢復聚會：在「限聚令」逐步放寬下，本堂恢復週三祈禱會、

主日崇拜、主日學；AWANA 課程將於 11 月 8 日復課；讚美操

稍後恢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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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教會資訊：教會期望能讓會眾及時接收到教會資訊，如

各項聚會和活動資訊、惡劣天氣下或疫情下的安排等，現呼

籲會眾填寫回應表格或掃描表格上的二維碼並回答簡單問

題，交回教會辦公室。 

6. 奉獻代號：由 11 月起，教會崇拜程序表上的奉獻者名單，將

全部以代號代替實名奉獻，請會眾填寫回應表格，登記奉獻

代號，並交回教會辦公室，以便教會會計處理。 

7. 聯合崇拜：母堂之聯合崇拜於 11 月 1 日上午 10 時在錦繡堂

舉行。由於限聚令和場地所限，洪恩堂會眾不會前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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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於本堂禮堂網上直播，鼓勵會眾出席，同頌主恩。本堂

當天早上的主日學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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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I.  教會、社區中心事工  

1. 求上主使用下主日（25/10）老耀雄傳道所宣講的信息，讓

洪恩家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 讚美操以及兒童聚會將在 11 月陸續恢復，求主保守和帶

領，讓一切順利。 

3. 教會主日學已復課，求上主保守弟兄姊妹學道的心，繼續

追求在基督裡成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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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求上主保守和帶領今天下午舉辦的提升孩子情緒智慧講

座，求上主使用講員康羅賜珍博士的分享，好讓參加者得

著幫助。 

6. 社區中心於 24/10 進行流感針注射，求上主保守和帶領，

讓坊眾在肉身上得著幫助之餘，又能藉著活動認識教會。 

 

II. 錦宣事工   

1. 幼兒天地及兒童聖經 Sun 地已於上主日（11/10）恢復，求

上主保守參與聚會的孩童；又求上主保守新年度整體幼兒

事奉團隊的身心靈，讓他們事奉得力。 

2. 加恩樓正持續製作網上節目為信徒提供適切的牧養，求上

主帶領所有節目的製作，加能賜力給參與製作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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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近日多間大型藥廠所研發新冠肺炎疫苗已經進入最後階

段，但也有藥廠在臨床試驗的過程中發現問題。我們祈求

神賜智慧給他們，讓他們所研發的疫苗都能夠合乎生產規

定和道德標準。 

2. 在非洲坦桑尼亞，有 500 名義工一直在努力撲滅非洲最高

峰乞力馬扎羅山的大火。我們祈求神差派更多國際機構和

義工前往當地，協助山火蔓延。 

3. 社區繼續有感染新冠肺炎的不明個案，表示社區裏仍然存

在隱藏的感染患者。我們祈求神賜憐憫給我們，也願聖靈

提醒我們，要從個人及家庭開始，繼續做好防疫的措施。 
 



 

 

  
 18/10/2020（日） 25/10/2020（日） 

主席 張元嘉 陳妙玲 

講員 陳志鵬傳道 老耀雄傳道 

領唱 張浩輝 張元嘉 李志偉 陳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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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玉珍  梁玉珍  

翻譯 曾敏姑娘 陳創豐 

音響/影視 鍾英順、鄧潤暢、張占舜、黃伯豪 鍾英順、鄧潤暢、張浩輝、黃劍雄 

祝福 陳麗蟬牧師 曾裔貴牧師 

插花 張麗嬌 鄧凱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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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聚會參與人數（人） 

收入 奉獻 $194,500    現場 網上 

 其他    主日學 27 / 

支出  薪津 $87,916   主日崇拜 96 20 

 租金及行政費 $43,229   週三祈禱會 7 16 

 其他 $33,565      

盈餘/(不敷)   $29,790      

10 月累積奉獻收入:              $293,630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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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