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效法基督》                             2020   

主日崇拜  

11 月 22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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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哈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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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的等待》 
   瑪 2: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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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天每刻獻上為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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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2：20 

惟耶和華在祂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祂面前肅敬靜默。 

 

 

敬拜讚美  

《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歸與最高神！榮耀歸神！榮耀歸神！榮耀歸與最高神！ 

讚美讚美不盡，讚美真神慈愛最深，讚美真神恩及萬人， 

讚美真神，聲達天庭，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榮耀歸與最高神！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最高神！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 

1.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變成酒； 

你若不煉哪撻成膏，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這人是否也要受你許可的創傷？ 

2.  你是否要鼓我心弦，發出你的音樂？ 

是否要使音樂甘甜，須有你愛來苦虐？ 

是否當我下倒之時，才能識「愛」的心？ 

我是不怕任何損失，若你讓我來相親。 

3.  主，我慚愧，因我感覺總是保留自己； 

雖我也曾受你雕削，我卻感覺受強逼。 

主，你能否照你喜樂，沒有顧忌去行， 

不顧我的感覺如何，只是要求你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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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你我所有苦樂不能完全相同， 

要你喜樂，須我負軛，我就願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求你所要，不惜任何代價； 

你若喜悅，並得榮耀，我背任何十字架。 

5.  我要讚美，再要讚美，讚美何等甘甜； 

雖我邊讚美邊流淚，甘甜比前更加添。 

能有甚麼比你更好？比你喜悅可寶？ 

主，我只有一個禱告：你能加增，我減少。 

副歌：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東西，你以自己來代替。 

 
《神大愛》 

我唱出，神大愛，神豈有難成的事。 
人生路，常起跌，祢話語叫我永不動搖。 
在世間，能遇祢，迷了路有主引導。  
常施恩，常看顧，祢杖扶持，祢竿引領。 
何時我跌倒，何時祢扶持，危難遇風雪，祢必庇佑。 
前途在祢手，牽我到白頭， 
守護我，從今天起，直到永遠。 

 

主題：信心的等待 

經文：瑪 2:17-3:6 

2:17 你們用言語煩瑣耶和華，你們還說：「我們在何事上煩瑣

他呢？」因為你們說：「凡行惡的，耶和華眼看為善，並

且他喜悅他們。」或說：「公義的神在哪裏呢？」 

3: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

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

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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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

呢？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鹼。  

3:3 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

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  

3:4 那時，猶大和耶路撒冷所獻的供物，必蒙耶和華悅納，彷

彿古時之日、上古之年。 

3:5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我必速速

作見證，警戒行邪術的、犯姦淫的、起假誓的、虧負人之

工價的、欺壓寡婦孤兒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3:6 「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所以你們雅各之子沒有滅亡。」 

 

使命詩 

《每天每刻獻上為祢》 

神，祢聖潔，當得尊貴，內心歡呼拍掌，今我全屬祢，我的主。 

神，祢帶領，恩典經過，內心感恩喝采，今獻上為祢，屬於主。 

我要每天每刻都讚頌祢是神祢施恩典， 

祢手相牽，令我滿有信心， 

我要每天每刻都讚頌祢是神，獻出一生交於主祢手中。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多謝謝靄薇牧師蒞臨證道，願主賜福。 

2. 獻花致謝：多謝張麗嬌姊妹於本主日獻花，願主賜福。 

3. 洪恩家分享會：堂委會原定於 2020 年 11 月 29 日主日崇拜後

舉行的「洪恩家分享會」，將改期為 12 月 6 日舉行，與會眾

分享來年洪恩家的發展方向，以及母堂對洪恩家的支援，亦

讓會眾提出對教會各項事工的意見，好讓堂委會能集思廣

益，計劃來年具體事工計劃，歡迎及鼓勵大家崇拜後留下參

與。當日崇拜將提早半小時，於上午 11 點進行，主日學及兒

童事工亦會相應提早，敬請大家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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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兒童崇拜：由於疫情關係，兒童崇拜由今週起暫停兩週現場

聚會，但仍會有兒童短片提供於家長群組，請家長留意。 

5. 社區服務部：感謝主，張浩輝弟兄將擔任社區服務部部長，

協助社區中心的發展。 

6. 有機耕種：有機耕種計劃於 11 月 28 日（六）上午 10:30，正

式落苗，將會種生菜、油麥菜及番茄，如有興趣，歡迎與教

會辦公室聯絡，報名參加。 

7. 招聘同工：社區中心招聘兼職同工一名，負責星期三下午及

晚上，以及星期六全日當值，工作需要搬運及間板，有意者

請連同履歷入信教會。 

8. 奉獻代號：本月起，教會崇拜程序表上的奉獻者名單，將以

代號代替實名奉獻，如需申請，請向行政同工聯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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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曾敏姑娘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家

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 12 月 6 日崇拜後，我們將會進行「洪恩家分享會」，求聖

靈預備人心，讓我們在當中有美好的分享和交流。 

3. 求主記念我們的兒童事工，賜下策略和智慧，讓傳道同工

和導師曉得如何配搭服事，把小朋友帶到神的面前。又求

主賜福給我們的兒童，讓他們從小有愛慕主的心，願意按

主的心意成長。 

4. 求主提昇我們社區中心班組的質素，讓坊眾的生活得到更

大的祝福，我們也有更多的機會和坊眾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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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錦宣事工   

1. 請為社區服務部禱告，求主帶領社區服務的未來路向，讓

服務能夠成為傳揚福音的平台，讓福音融入服務之中，成

為居民最大的祝福。 

2. 求主祝福社區服務部的同工和部員，讓他們和神以及人都

有美好的關係。 

 

 

 

 

II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繼續，反華活動仍未停止。我們祈求全

世界的人能夠放下彼此的分歧，擁抱和平。 

2. 秘魯新總統宣誓就職，抗議活動仍在繼續。我們祈求緊張

局勢能得到緩和。 

3. 我們為上週日因油麻地發生的火災中受影響的人士禱

告。願上帝安慰失去家人的多個尼泊爾家庭。願社會各界

協助受害家庭重建生命。 
    



 

 

  
 22/11/2020（日） 29/11/2020（日） 

主席 黃美連 張浩輝 

講員 謝靄薇牧師 曾敏姑娘 

領唱 張元嘉 張浩輝 李志偉 陳妙玲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陳根雄 陳根雄 

司事/接待 黃裔焜 張潔雲 譚慧玲 李淑瓊 

 梁玉珍 李淑瓊 梁玉珍  

翻譯 楊穎兒 梁熙縵 

音響/影視 梁悅華、鍾英順、鄧潤暢、黃伯豪 鍾英順、鄧潤暢、黃劍雄、黃伯豪 

祝福 謝靄薇牧師 陳麗嬋牧師 

插花 張麗嬌 張麗嬌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張麗華 
 
 

10 月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參與人數 

（人） 

11月 15日 

收入 奉獻 $319,390   現場 網上 

支出  薪津 $88,589   主日學 28 / 

 租金及行政費 $44,108   主日崇拜 107 22 

 其他 $23,740   週三祈禱會 7 15 

盈餘/(不敷)   $162,953        

11 月累積奉獻收入：              $113,070    翻新工程項目支出：  

    冷氣機維修及更換 $122,700 

錦宣母堂每月對洪恩堂的租金及傳道薪酬支援：$116,000 油漆及傢具 $52,800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0719 50  PYL 1,340      

1026 100  WAILIN 1,000      

1122 2,500  LFCFL 50,000      

1227 1,000  具名奉獻 13,500      

933616 100  兒童崇拜 100      

AA195 5,100  常費奉獻 490      

C2209 5,000          

Li7777 5,000      總額 8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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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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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