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主日崇拜  

1 月 31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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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50︰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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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世中的召命》 
   耶 一 1 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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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 ,6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祂，在祂顯能力的穹蒼讚美
祂。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敬拜讚美  
《天地讚美》 

地與海奏出歌韻，磐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頌，雲霧同頌吹送，全地奏響聲勢無比。 

頌讚聲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事奉，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讓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讓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神大愛》 

我唱出，神大愛，神豈有難成的事。 
人生路，常起跌，祢話語叫我永不動搖。 
在世間，能遇祢，迷了路有主引導。  
常施恩，常看顧，祢杖扶持，祢竿引領。 
何時我跌倒，何時祢扶持，危難遇風雪，祢必庇佑。 
前途在祢手，牽我到白頭， 
守護我，從今天起，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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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太美麗》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 
惟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主題：亂世中的召命 

經文：耶 一 1 至 10 

1:1 這些是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希勒家的兒子耶利米的

話。 

1:2 亞們的兒子猶大王約西亞在位第十三年，耶和華的話臨到

耶利米。 

1:3 從約西亞的兒子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的時候，直到約西亞的

兒子猶大王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第十一年五月間耶路

撒冷被擄時，耶和華的話也常臨到耶利米。 

1:4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1:5 「我尚未將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認識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將你分別為聖，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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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就說：「唉！主耶和華，看哪，我不知道怎麼說，因為我

  年輕。」 

1:7  耶和華對我說：「不要說『我年輕』，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 

  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 

1:8 你不要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

說的。」 

1: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住我的口，對我說：「看哪，我已將我

的話放在你口中。 

1:10 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拔出，拆毀，毀壞，傾

覆，又要建立，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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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本堂神學生楊穎兒導師於本主日傳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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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牧典禮：母堂於 1 月 31 日（主日）下午三時在宣道會錦繡

堂舉行按牧典禮，按立老耀雄傳道及菲語 Pastor Carol 為牧

師。請留意教會 Facebook 發佈的連結，歡迎弟兄姊妹收看網

上直播，一同參與慶典，同頌主恩。 

4. 賀年特輯：農曆新年將至，雖然實體聚會因疫情關係暫停，

但我們仍然盼望為弟兄姊妹送上祝福及溫暖，並於 2 月 12 日

（年初一）9:00am 在教會 Facebook 上載賀年特輯，敬請期

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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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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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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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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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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我們成功申請成為 Food-Co 的食物援助機構。在未來

的日子，Food-Co 會透過我們把食物轉贈予有需要的人

士。求主藉著我們和 Food-Co 的合作賜恩典給更多人，叫

更多人的心向福音開放，願意認識神和返教會。 

3. 感恩我們可以藉著哥尼流事工接觸越來越多洪水橋的街

坊。求主不單止使用我們把物資送給這些街坊，還藉著我

們和他們分享耶穌基督的救恩，讓他們的生命可以得蒙救

贖。 

4. 承蒙主的恩典和揀選，老耀雄傳道將會被按立為牧師。按

立典禮在 1 月 31 日下午 3：00 在宣道會錦繡堂進行。求主

繼續以祂的話語去建立老傳道的生命，使他走在主所喜悅

的道路上，祝福多人的生命。 

5. 農曆新年即將來臨，我們除了可以歡度假期以外，還可以

增進和其他人的關係。願主的愛厚厚的臨到我們和家人、

朋友以及弟兄姊妹當中，好讓我們可以彼此相愛，榮神益

人。 

 

II.  錦宣事工  

1. 求主記念幼兒部，在疫情下兒童在家上課，請為兒童和家

長的身心靈健康禱告。 

2. 導師每星期都需要預備短片以及網上課程，求主記念導師

們的辛勞，加添他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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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我們為塞浦路斯、希臘和土耳其三個國家祈禱。我們感謝

袮，在歷世歷代裡，袮興起了來自這個地區的教父，以及

許多基督教的殉道者，為福音的工作捨己。袮又在這地區

召開了七次大公會議，帶領整個基督教在統一方面有了開

創性的發展。 

2. 我們為到美國的總統就職典禮能夠順利舉行而感恩。賀錦

麗擔任其第一位女性、亞裔美國人和非裔美國人的副總

統，使「性別平等」的原則邁向新一步。我們祈求此國能

夠通過對話和協商，來彌合社會間之分歧。 

3. 最近，香港有更多的市民決定移民外地，當中包括不少牧

者和教會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什麼原因引發他們移民的決

定，但願我們都為他們有選擇的權利而感恩。同時，我們

也祈求袮與他們同在，無論他們往哪裡去，永遠不要失去

服侍你、或榮耀袮的心。 
    



 

 

 
 31/1/2021（日） 7/2/2021（日） 

主席 鄧潤暢 劉世雄 

講員 楊穎兒導師 曾敏姑娘 

領唱 李志偉 楊桂芬 李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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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浩輝、鍾英順 梁悅華、鄧潤暢、鍾英順 

祝福 謝靄薇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 /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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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 

收入 奉獻 $117,900   現場 網上 

支出  薪津 $80,422   主日學 2 3 

 租金及行政費 $51,500   主日崇拜 / 58 

 其他 $24,000   週三祈禱會 / 15 

盈餘/(不敷)   ($38,022)        

1 月累積奉獻收入：              $7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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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 2,000        

AA195 5,100        

W.SP 0101 3,000        

具名奉獻 2,730        

        

        

    總額 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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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