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聖餐主日崇拜  

1 月 10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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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98:1-2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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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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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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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 奇妙十架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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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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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復興聖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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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祂行過奇妙的事；祂的右手和聖臂

施行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 

 

 

 

敬拜讚美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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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舊十架》 

1. 各各他山嶺上，矗立古舊十架，是羞辱與痛苦記號； 

 神愛子主耶穌，為我們被釘死，這十架是我最愛最寶。 

2. 這古舊十字架，被世人所輕視，我卻以十架為寶貴； 

 神愛子主耶穌，捨棄天堂榮華，願背負十架往各各他。 

3. 各各他十字架，雖有血跡斑斑，我看它仍聖潔華美； 

 因救主在十架，為我罪被釘死，我罪惡全赦免得稱義。 

4. 對這古舊十架，我願永遠忠誠，甘受世人辱罵恥笑； 

 救主快要再來，迎接我到天家，與救主共享永遠榮耀。 

副歌：故我愛高舉主十字架，願將世上虛榮全放下，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到那天可換公義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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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祢，那有我》 

從來未試過將一生交托，為祢真正活過， 

從來未盡用我恩賜，深知祢恩有許多， 

回頭望過去一生的經過，唯有祢的火， 

光照路途每一步，去衝破障礙又破浪。 

如若沒有祢今天不知道，怎麼可有我， 

如若是獨自去闖，不知風雨怎去可擋， 

祈望用我有一切的恩賜，為祢去作光， 

不理路途是艱鉅，全為祢去苦幹。 

讓我手，能為人送予永活盼望， 

讓我口，傳萬民讚美遠達四方， 

讓我心，全為神，每晝每夜去宣講， 

將一生交給主，努力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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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詩 

      《奇妙十架》 

1. 每逢思念奇妙十架，榮耀救主在上懸掛， 

從前名利，富足，矜誇，我看如土，完全撇下。 

2. 求主禁我別有所誇，只誇救主捨身十架， 

基督為我獻身流血，我願捨盡虛空榮華。 

3. 試看祂頭，祂足，祂手，慈愛憂傷和血並流， 

從前可曾愛憂交織？荊棘可曾化作冕旒？ 

4. 宇宙萬物若歸我有，盡獻所有何足報恩， 

神聖大愛奇妙難測，願獻我命，我心，我身。 

 

 

 

主題：起初，神創造天地 

經文：創 一 1-31  

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1: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1:3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1:5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1:6 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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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神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

事就這樣成了。 

1:8 神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1:9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

樣成了。 

1:10 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神看着是好的。 

1:11 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

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事就這樣成了。 

1:12 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

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 

1:1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1:14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

日子、年歲， 

1:15 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 

1:16 於是神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 

1:17 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1:18 管理晝夜，分別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1: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1:20 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

上，天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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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

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神看着是好的。 

1:22 神就賜福給這一切說：「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水；雀鳥

也要多生在地上。」 

1: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1:24 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

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 

1:25 於是神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

昆蟲，各從其類。神看着是好的。 

1:26 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

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

動的活物。」 

1:29 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

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1:30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

物，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1:31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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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詩 

《復興聖潔》 

主，求祢復興我，心中的聖潔 

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靈。 

主， 求祢復興我，心中的聖潔， 

將我分別為聖， 作祢尊貴榮耀器皿。 

 

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我將生命獻上為祢而活，為祢呼吸。 

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一生作祢聖潔的器皿， 

一生傳揚基督的聖名。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本堂同工曾敏姑娘於本主日傳講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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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1 月 17 日）講員是張美薇牧師，主題：《信仰的承傳》。 

4. 教會於 1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及下午在洪福村街市派發

福袋，讓街坊認識教會，如弟兄姊妹有興趣參與，請與辦公

室聯絡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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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派發利是封：教會今年將印製新年利是封，免費派發給會友，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會友請向教會辦公室登記索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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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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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張美薇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

家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 求主記念影音小組，為我們預備更多事奉人員。又求主裝

備這些事奉人員，讓他們更懂得如何運作影音器材，在星

期日的時候可以與其他部門有美好的配搭。 

3. 近日，疫情還未能夠完全控制下來，弟兄姊妹仍然要透過

網上直播參與教會的聚會。除了主日崇拜以外，也求主大

大的感動弟兄姊妹參與每逢星期三晚進行的網上祈禱會，

一同為不同的事情禱告守望。 

4. 承蒙主的恩典和揀選，老耀雄傳道將會被按立為牧師。按

立典禮將於 1 月 31 日下午 3：00 在宣道會錦繡堂進行。求

主祝福老傳道在按立後與主建立一個更親密的關係，從主

得著更多更大的恩賜，可以祝福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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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恩教會聘請了潘麗玲姊妹為會計幹事。姊妹將會在 1 月

12 日上班。求主祝福她能夠盡快適應事奉的工作，並且和

傳道同工以及弟兄姊妹建立美好的關係。 

6. 最近，社區中心的班組停了下來，求主賜中心同工聰明智

慧去策劃網上課程，讓中心在疫症期間可以繼續服事洪水

橋的街坊，為福音工作鋪路。 

 

II.  錦宣事工  

1. 請為青年部禱告，求主祝福那些在學的青年人在學業上多

經歷神的恩典，每日的作息都能夠定時。 

2. 求主祝福在職的青年人在疫情和逆境下心靈有平安，能夠

以信心勝過未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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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我們為到埃及、以色列、約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教會

和人民祈禱。 

首先，我們感謝那些為聖地的和平與和解而不懈努力的

人。我們為那些繼續在該地區接待周邊難民的救援組織祈 

禱，求上帝在其中供應他們的所需。 

同時，我們祈求這些地區盡快結束肆虐的暴力，使人們能

夠和平，安全和相互尊重地生活在一起。也祈求該地區盡

力化解宗教分歧的衝突，讓人民不再需要流離失所。最

後，我們祈求該地區的政治領導人能夠為了所有人整體的

利益，勇敢地實現正義與和解。 

 

2. 我們為到本港的中小企禱告，隨著政府未能夠放寬防疫政

策，不少中小營企業、小店、許多特別行業等仍然面對極

大的營運困難，然而政府的補貼仍未能有效地解決和紓

困。我們為此而記念這些企業及其員工的情緒和實際需

要。 

 



 

 

 
 10/01/2021（日） 17/01/2021（日） 

主席 楊穎兒導師 張元嘉 

講員 曾敏姑娘 張美薇牧師 

領唱 鍾英順 張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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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美薇牧師 

插花 / /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姑娘 
 
 

12 月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參與人數 

（人） 

1 月 3 日 

收入 奉獻 $117,900   現場 網上 

支出  薪津 $80,422   主日學 / / 

 租金及行政費 $51,500   主日崇拜 / 58 

 其他 $24,000   週三祈禱會 / 13 

盈餘/(不敷)   ($38,022)        

1 月累積奉獻收入：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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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 2,000          

487520 1,100          

          

          

          

          

          

      總額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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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