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效法基督》                             2020   

主日崇拜  

12 月 6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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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創 28: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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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用人----腓利的生命素質》 
   徒 八 4-8、26-36、38-40（新普及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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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燃動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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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28：16-17 

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裏！我竟不知道。就懼怕說：這

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 神的殿，也是天的門。 

 

 

 

敬拜讚美  

《盡心盡性讚美祂》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用詩歌來讚美祂；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讚美祂。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祂配受極大讚美；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盡力來讚美祂。 

 

 

 

《求賜復興之火》 

求主賜復興之火，求主賜聖靈火焰， 

燃燒教會，能得無窮力量， 

在這黑暗世代，能作祢光輝， 

熔解冷漠，燃點愛祢的心，盼主賜下復興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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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差遣我》 

1. 感慨！造物與尊貴，褪色、墮落、變更； 

 百載磨練、律法指引，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掛十架成贖祭，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誰可替我預告？ 

 2. 驚歎！叛罪與歪理，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已近，世代快成絕韻，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誰可替我做到？ 

副歌：請差遣我，替祢宣告，祢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歸向，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請差遣我。 

 

 

 

主題：神的用人----腓利的生命素質 

經文：徒 八 4-8、26-36、38-40（新普及譯本） 

8:4 那些四散的信徒走到哪裏，就把福音傳到哪裏。 

8:5 腓利就是一個例子，他來到撒馬利亞城，向那裏的人講述

基督的事。 

8:6 眾人都聚精會神地聽，因為他們渴望聽到他帶來的信息並

看他施行神蹟。 

8:7 許多邪靈大喊大叫着，從他們所附的人身上被趕出來；許

多癱瘓的和瘸腿的也都得到了醫治。 

8:8 城裏一片喜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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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至於腓利，主的一位天使對他說：「你往南走，到那從耶

路撒冷下迦薩的荒路上去。」 

8:27 腓利就動身出發，遇見埃塞俄比亞的財政大臣，他是埃塞

俄比亞女王干大基手下一個有權有勢的太監。他之前去了

耶路撒冷朝拜， 

8:28 現在正在回國的路上。他坐在馬車裏，大聲誦讀先知以賽

亞的書卷。 

8:29 聖靈對腓利說：「你過去，靠着馬車旁邊走。」 

8:30 腓利便跑過去，聽見那人正在讀以賽亞書，腓利就問：「你

明白自己所讀的嗎？」 

8:31 太監回答說：「沒有人教我，我怎麼能明白呢？」他熱切

地邀請腓利上車，坐在他身邊。 

8:32 他剛才所讀的經文是： 「他像羊羔一般，被拉去宰殺，

又如綿羊在剪毛的人面前默然無聲，他也同樣不開口。 

8:33 他被羞辱，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誰會提到他的後代呢？因

為他的性命已經從地上被奪去。」 

8:34 太監問腓利：「請告訴我，先知所談論的是他自己呢，還

是別人？」 

8:35 腓利就從這段經文開始，向他講解耶穌的福音。 

8:36 他們向前走着，來到一處有水的地方。太監說：「看啊！

這裏有水！我在這裏受洗，又有何妨呢？」 

8:38 於是他吩咐停車，二人一同來到水中，腓利就為他施洗。 

8:39 他們從水中上來的時候，主的靈就把腓利帶走了。太監沒

有再見到腓利，卻繼續歡喜地前行。 

8:40 此時，腓利發覺自己到了很遠的北部城鎮亞鎖都。他就在

那裏傳講福音，隨後去了凱撒利亞，又在沿途各城鎮傳講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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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詩 

《燃動生命》 

靜靜驀然回首，昨天喜與愁；曾遇狂風激流，挫敗時候。 

念記是誰留守，成良牧恩友，燃亮漆黑變白晝。 

主恩壯闊浩瀚，高山低谷那懼去闖； 

繼續成長，憑信望愛堅定膽壯。 

聽凱歌從天降，在我心燃動熾熱盼望； 

沿路有你護航，向標竿奔往！ 

歌聲共鳴迴響，要把光發揚；蒙召奏出音符，獻在壇上。 

奉你旨意同心，抬頭共高唱，朝著主牽引路向。 

（榮耀聖潔國度，我一心嚮往！）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多謝陳朗欣傳道蒞臨證道，願主賜福。 

2. 最新聚會安排：由於政府頒布了新的限聚令，取消了宗教聚

會的豁免，教會有以下安排： 

a、 主日崇拜和週三祈禱會將再次改為 Facebook 網上直播進

行。 

b、 兒童崇拜、Awana 課堂、團契活動、詩班練習和獻唱，主

日學課程再度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c、 原定於本主日崇拜後進行的「洪恩家分享會」需要延期，

日期待定。 

3. 聖餐主日：下週（12 月 13 日）是聖餐主日，領聖餐的會友請

自行預備聖餐用的餅乾及葡萄汁。 

4. 同工消息：幹事吳溢嘉姊妹的任期至 12 月 25 日，最後上班

日期是 12 月 19 日，本堂感謝她過去在洪恩堂的事奉。 

5. 奉獻代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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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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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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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新一屆堂委的身心靈健康禱告，在節奏急速的世代中，

能夠有良好的時間管理，可以在職場、家庭、以及教會事

奉中有美好的時間分配。 

3. 求主記念我們的長者事工，加添我們能力和恩典去牧養他

們。求主不單止保守長者們身心靈健壯，遠離冠狀病毒，

還賜他們一顆渴慕主的心，願意常常親近主。 

4. 在第四波疫症期間，求主賜智慧給社區中心的同工們，讓

他們曉得如何去策劃疫症後的活動，以便作出適切的安排。 

 

II. 錦宣事工   

1. 請為聖樂部祈禱，疫情期間，詩班、樂隊都停止練習。求

主堅固各人心靈，歌唱讚美的心不減退。 

2. 求主興起更多音樂人，以神賦予的恩賜事奉祂。 

 

II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願我們記念正在躲避尼瓦爾氣旋的印度人民，尼瓦爾氣旋

使泰米爾納德邦、安得拉邦和普杜切裡邦的樹木被連根拔

起，電線桿被掀翻。 我們不僅祈禱他們得到保護，更祈

求他們內心能夠得到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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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隨著韓國一個性虐待聊天室的領導人被判刑，願我們被提

醒，性侵仍然是世界上許多婦女要面對的嚴重問題。 當

我們記念正義得以彰顯之餘，盼望我們不忘祈求各國正視

婦女受侵害的行為。 

3. 隨著香港進入第四波疫情，我們再次為在前線與病毒抗爭

的醫護人員，以及因限聚令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的人們祈

禱。 今年的疫情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在這脆弱的時刻，

讓我們更加懂得向上帝敞開心門，聆聽祂對我們的心意。 
    



 

 

  
 6/12/2020（日） 13/12/2020（日） 

主席 楊穎兒導師 曾敏姑娘 

講員 陳朗欣傳道 老耀雄傳道 

領唱 李雲鳳 張浩輝 鍾英順 楊桂芬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 / 

司事/接待 /  /  

     

翻譯 / / 

音響/影視 梁悅華、鄧潤暢 梁悅華、鄧潤暢 

祝福 曾裔貴牧師 陳麗蟬牧師 

插花 / /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張麗華 
 
 

11 月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參與人數 

（人） 

11月 29日 

收入 奉獻 $130,220   現場 網上 

支出  薪津 $88,589   主日學 22 / 

 租金及行政費 $44,108   主日崇拜 63 26 

 其他 $23,740   週三祈禱會 / 17 

盈餘/(不敷)   ($26,217)        

11 月累積奉獻收入：              $130,220      

      

錦宣母堂每月對洪恩堂的租金及傳道薪酬支援：$116,000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0356 50          

2502 2,000          

6540 1,300          

wltk 2,000          

具名奉獻 7,200          

常費奉獻 290          

            

        總額 1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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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