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主日崇拜  

1 月 17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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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45︰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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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下去》 
   提後 二 1 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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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3-4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祢，我要永永遠遠稱頌祢的名。耶和

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這代要對那代頌讚祢的

作為，也要傳揚祢的大能。   

 

 

 

 

敬拜讚美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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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我惟一的倚靠》 

主常聽我禱告，陪伴我走過每個黑夜， 

安慰我明白我軟弱，扶助我引領我向前行。 

來到祢跟前宣告：祢是我神我力量，祢是我的山寨， 

是我保障，是我拯救，祢是我惟一的倚靠。 

縱使地改變，高山震動，潮浪雖翻騰拍岸， 

我仍要宣告：祢是我的倚靠，祢是我惟一的倚靠！ 

 

 

《讚美全能神》 

1. 讚美上主，全能真神，宇宙萬有君王！ 

 我靈頌主，因主使我得贖，賜我健康； 

 響應的人，齊來進入主聖殿，歡然向主恭敬讚揚。 

2. 讚美上主，如此奇妙，統治世間萬有， 

 展開恩翼，如此溫柔，將你時常保佑， 

 你心所望，豈不已蒙主恩典，按他旨意，應允所求！ 

3. 讚美上主，扶助保護，使你工作順利， 

 上主美善，上主憐憫，必天天看顧你， 

 你當思量，全能上主愛深長，做你朋友何等福氣。 

4. 讚美上主，讓我整個心靈敬拜歡呼， 

 但願天下凡有血氣，同來頌讚上主， 

 屬主的人，重新一致說阿們，歡然恭敬讚美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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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傳下去 

經文：提後 二 1 至 7 

1:1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1:2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

教導別人的人。 

1:3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1:4 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

悅。 

1:5 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 

1:6  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  

1:7  我所說的話你要思想，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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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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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張美薇牧師蒞臨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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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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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派發利是封：已登記的會友，可在辦公時間內到教會地下領

取新年利是封。未登記的會友，請向教會辦公室登記索取。 

5. 同工消息：新會計幹事潘麗玲姊妹已於 12 號正式加入洪恩

家，求主讓她盡快適應，與同工有美好的配搭。 

6. 奉獻代號：由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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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曾商貴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

家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 求主記念福音粵曲事工，保守隊員們在疫症期間有健壯的

身體以及一顆渴慕親近神的心。求神賜隊員們堅定的信心

等候神，好在疫症後繼續出隊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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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症期間，教會的實體聚會全部停止了。求主賜我們智慧

和能力教導弟兄姊妹用 Zoom，好讓我們可以在網上進行團

契和主日學，繼續牧養弟兄姊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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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最近天氣變化大，疫情仍然是嚴峻的，求主賜下平安和喜

樂，好讓我們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深信神是我們唯一的依靠

和幫助。 

6. 最近，社區中心恢復有限度的服務，求主祝福和使用，讓

街坊們得到幫助，福音之門可以打開。 

 

II.  錦宣事工  

1. 為團契部祈禱，2021 年求主祝福錦宣家各團契在團契生活

和團友靈命的層面都有成長。 

2. 求主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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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我們為到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的人民禱告。持續不斷力

使他們面對生命的威脅，然而，你卻感動更多人向他們提

供救濟和援助，為到你的供應，我們感謝你。同時，我們

為當地區逃離戰火的難民禱告，祈求你保守他們的腳步，

前往你為他們預備的地方，建立新的家園。 

2. 兩場在洪都拉斯的颶風肆虐了一個多月之後，因大規模的 

洪水和泥石流，多達十萬人流離失所、苦苦掙扎求存。願

我們在祈禱中記念他們的憂患，祈求你賜下憐憫，恩待在

天災中受苦的人。 

3. 天氣持續寒冷，我們記念香港的獨居老人，願天父差派多

天使，什或讓我們都成為天使，動起慈心，對身邊居住、

認識的長者提供愛與關懷。 
    



 

 

 
 17/1/2021（日） 24/1/2021（日） 

主席 張元嘉 曾敏姑娘 

講員 張美薇牧師 曾裔貴牧師 

領唱 張浩輝 張元嘉 陳妙玲 鍾英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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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浩輝 

祝福 張美薇牧師 曾裔貴牧師 

插花 / /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姑娘 張浩輝、潘麗玲 
 
 

12 月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參與人數 

（人） 

1 月 10日 

收入 奉獻 $117,900   現場 網上 

支出  薪津 $80,422   主日學 1 3 

 租金及行政費 $51,500   主日崇拜 / 65 

 其他 $24,000   週三祈禱會 / 16 

盈餘/(不敷)   ($38,022)        

1 月累積奉獻收入：              $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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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300  WLTK 2,000      

2502 500  WWL 5,000      

5298 2,500  常費奉獻 5,100      

9802 3,000        

CYL 300        

Li7777 5,000        

NPLY 3,000        

PYL 2,000    總額 2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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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