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效法基督》                             2020   

聖餐主日崇拜  

12 月 13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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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約 4:23-24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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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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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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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 同享主餐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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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神心意的教會》 
   帖前 一 1-10（和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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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4：23-24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敬拜讚美  

《敬拜主》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榮耀能力，一切讚美都歸給祂。 

敬拜主，敬拜權柄的主，從祂寶座能力流出，流到萬民。 

來高舉，一同高舉，主耶穌聖名， 

來彰顯，一同彰顯，耶穌榮耀王。 

敬拜主，敬拜尊貴的主， 

祂曾捨命，今得榮耀，萬王之王。 

 

 

《神是愛》 

1. 神是愛，祂愛我比天高，  

神是愛，祂救我為我釘十架，  

在各各他山上把血灑，讓我知道神是愛。  

2. 神是愛，祂愛我比海深，  

神是愛，祂愛我為我犧牲，  

一生跟祂腳步不走差，讓我知道神是愛。  

3. 神是愛，祂愛你比天海高深，  

神是愛，祂賜你極美新生，  

惟盼你將身心交託祂，讓你知道神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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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主明天》 

1. 動盪變遷，世事難料，徬徨裡失去目標， 

生老病危，苦罪是謎，人生消失似煙。 

2. 禍患困擾，天災難料，誰定向為我指示， 

唯獨救主，可指引方向，陪伴我尋覓那新一天。 

副歌：明天告別時，幻變世界會終結， 

   唯獨祢永活，永生永不改變， 

  耶穌祢是盼望，是祢主宰今天，明日掌管於祢手裡。 

 

 

聖餐詩 

《同享主餐》 

1. 奉主的名相聚一起，救主的愛在我心靈如火燃燒； 

天父因祂愛子，使我們成一體， 

在主愛裡吃祂的餅喝祂的杯。 

你我不是陌生人，大家相愛相親； 

上帝既饒恕我們，我們當彼此饒恕。 

2. 救主復活戰勝死亡，祂在我們當中親自擘餅喝杯； 

祂是我們至愛，今作我們主宰， 

我們當來吃祂的餅喝祂的杯。 

我們同是一家人，祂是一家元首； 

雙眼雖然看不見，祂與我們在一起。 

3. 當主再來天使歌唱，我們將朝見至高榮耀大君王； 

眾人守餐等待，望主早日到來， 

在主愛裡吃祂的餅喝祂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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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合神心意的教會 

經文：帖前 一 1-10（和修版） 

1: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穌基

督裏的教會。願恩惠、平安歸給你們！ 

1:2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1:3 在我們的父神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工作，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堅忍。 

1:4 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1: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僅在言語，也在能力，

也在聖靈和充足的確信。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裏，為

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1:6 你們成為效法我們，更效法主的人，因聖靈所激發的喜

樂，在大患難中領受了真道， 

1:7 從此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樣。 

1:8 因為主的道已經從你們那裏傳播出去，你們向神的信心不

只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所以不用

我們說甚麼話。 

1:9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傳講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你們是

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來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1:10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神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那位救

我們脫離將來憤怒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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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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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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信仰系列講道：2021 年 1 至 6 月，每月一次外來講員證道， 

1 月 17 日講員是張美薇牧師，題目：《信仰的承傳》。 

3. 同工消息：歡迎會計幹事黃琼芳姊妹和幹事陳重言姊妹加入

洪恩家隊工，求主賜福她們的事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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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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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使用下主日(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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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所有的事奉人員禱告，求主祝福他們身心靈健康，

讓他們在恩賜上彼此配搭，互相守望，能夠忠心地為主擺

上自己。 

3. 求主記念我們的主日學事工，賜我們聰明智慧去策劃適切

的內容。求主祝福各位老師能夠努力的親近神，成為學生

的好榜樣。又求主祝福我們的學生能夠在知識和靈命上都

有長進。 

4. 為張麗華姊妹和吳溢嘉姊妹多年來在洪恩家忠心的服事，

我們獻上感恩。求主帶領兩位姊妹的前路，讓她們可以繼

續為主作鹽作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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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影音器材在更新中，現主要由行政

同工負責，影音員只在旁協助，求主賜智慧。 

2. 求主賜各司事員身心靈健壯，滿有能力和恩典去服事神。 

 

II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隨著多個西方國家已經開始讓市民接種新冠肺炎的疫

苗，有研究發現，因為大部分疫苗供應已被富國購入，將

有數十個貧窮國家的人民將未能在明年底前接種冠狀病

毒疫苗。我們禱求天父看顧全球人類，因為每一個生命都

是天父看為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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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度東南部安得拉邦城市埃盧魯 (Eluru) 爆發怪病，截

止未周五，已有至少 800 人確診，懷疑疾病是由食水污

染引起。我們為這個城市的人民禱告，求天父憐憫當地居

民，祈求當地政府改善環境污染的問題。 

3. 本地多個地區爆發新冠肺炎，隨著確診人數未見回落，整

個城市都人心惶惶。祈求天父在不安的世代賜下平安，也

教導我們珍惜眼前所擁有的。 
    



 

 

  
 13/12/2020（日） 20/12/2020（日） 

主席 曾敏姑娘 張元嘉 

講員 老耀雄傳道 曾敏姑娘 

領唱 鍾英順 楊桂芬 張浩輝 張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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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浩輝 梁悅華、鄧潤暢、鍾英順 

祝福 陳麗蟬牧師 謝靄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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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6日 

收入 奉獻 $130,220   現場 網上 

支出  薪津 $88,589   主日學 / 3 

 租金及行政費 $44,108   主日崇拜 / 55 

 其他 $23,740   週三祈禱會 / 15 

盈餘/(不敷)   ($26,217)        

12 月累積奉獻收入：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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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300          

5410 3,900          

123456 1,500          

CY83 3,000          

PYL 1,500          

基督教愛協團契 400          

具名奉獻 150          

常費奉獻 250      總額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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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