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效法基督》                             2020   

主日崇拜  

12 月 27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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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羅 1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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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稱頌》 
   詩 一零三 1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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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11：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 

直到永遠。阿們。 

 

 

敬拜讚美  

 

《齊來崇拜》 

1. 齊來，忠信聖徒，大家喜樂盈盈， 

 齊來，一齊來，大家上伯利恆； 

 來朝見聖嬰，天使君王降生。 

2. 天使詩班歌唱，頌聲喜樂洋洋， 

 光明眾天軍，都來高聲頌揚：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真神。」 

3. 我眾虔誠恭賀，救主今日降生， 

 榮耀，眾榮耀，全歸於主聖名； 

 大哉父真道，在肉身中顯明。 

副歌：齊來崇拜我救主，齊來崇拜我救主。 

   齊來崇拜我救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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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歸於真神》 

1.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2. 贖罪完全救恩，主寶血功勳，凡信者得永生，神應許世人： 

 只要我眾罪人真心接納主，一經信靠耶穌，必蒙祂饒恕。 

副歌：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 

     請來，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 

     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獻給我天上的主》 
1.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2.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頌讚。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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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心的稱頌 

經文：詩 一零三 1 至 5 

1: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

的聖名。 

1: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1: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1:4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1:5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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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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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陳麗蟬牧師蒞臨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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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所有現場聚會暫停： 

a、 主日崇拜和週三祈禱會改為 Facebook 網上直播進行。 

b、 週三祈禱會 Zoom 會議的會議號:833 453 934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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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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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I. 教會、社區中心事工  

1. 求主使用下主日(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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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疫情嚴峻，再加上天氣寒泠，求主保守洪恩家的長

者身心靈健壯，不單止可以遠離冠狀病毒，還可以抵禦寒

潮。求主記念我們當中身心靈軟弱的肢體，大大的醫治和

幫助他們。 

3. 求主記念崇拜部，為我們預備足夠的人手。又求主在兩個

層面裝備弟兄姊妹，一是專業知識，二是屬靈生命，好讓

弟兄姊妹成為主所喜悅的工人。 

 

 



5 

 

 

4. 2021 年即將來臨，求主幫助我們一方面回顧過去一年神在

我們生命的作為，並為此獻上感恩，而另一方面繼續求問

主的心意，要曉得如何在新的一年為主而活。 

5. 感恩在第四波疫症期間，社區中心收到豐富的物資，可以

派發給坊眾。求主使用每一次派發物資的時間，拉近中心

與坊眾的關係，好讓坊眾更認識教會。 

 

II.  錦宣事工  

1. 請為伯特利中學的非華語事工禱告，在新年假期間，學生

不用回學校。另外，因著疫症的原故，家長也希望孩子多

點留在家中，所以求主賜陳姑娘聰明智慧，曉得如何在疫

症期間繼續和學生保持聯絡，好讓傳福音的工作以及牧養

的工作不會停止。 

2. 求主興起更多人為非華語事工禱告。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隨着英國發現變種的新冠病毒後，多國都對英國實施隔離

政策。我們為當地居民面對新一次的恐慌，及未來幾星期

的糧食問題禱告，祈求天父賜下平安及供應所需。 

2. 多個國家的人民都開始接種新冠疫苗。本港也快將提供疫

苗供市民注射。然而，市民普遍都對疫苗不了解、或沒有

信心。我們禱求政府能夠在這事上有智慧去處理，為本港

市民謀求福祉。 

3. 面對新一波的疫情，多區服務殘障人士的日間護理服務，

都被迫要停止。我們為這些殘障人士和他們的照顧者禱

告，禱求天父賜能力、愛心和忍耐給這些照顧者，讓他們

能夠在家居的環境中融洽相處。 

 
 



 

 

  
 27/12/2020（日） 3/1/2021（日） 

主席 李志偉 張浩輝 

講員 陳麗蟬牧師 老耀雄傳道 

領唱 陳妙玲 李志偉 李雲鳳 張浩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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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英順 梁悅華、鄧潤暢、鍾英順 

祝福 陳麗蟬牧師 曾裔貴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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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收入 奉獻 $130,220   現場 網上 

支出  薪津 $88,589   主日學 / / 

 租金及行政費 $44,108   主日崇拜 / 54 

 其他 $23,740   週三祈禱會 / 15 

盈餘/(不敷)   ($26,217)        

12 月累積奉獻收入：              $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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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2,500        

AA195 3,000        

E4J4 2,500        

T913 24,000        

CYL 300        

常費奉獻 100        

            

        總額 3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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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