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主日崇拜  

2 月 21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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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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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的拓展》 
   腓二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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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差遣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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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敬拜讚美  
《聖哉三一》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清晨我眾歌頌，歡聲上達天庭；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2. 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敬拜， 

  放下黃金冠冕，環繞在水晶海； 

  千萬天使天軍，俯伏叩拜主前， 

  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主莊嚴威榮； 

  罪人昏昧難見，因黑暗罪深重； 

  惟獨上主至聖，惟獨上主至尊， 

  全能又全愛，至聖潔真神。 

4.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地上天空海洋，萬物同頌主名；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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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第一篇》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他像一棵樹栽於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盡都順利。 

惡人卻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惡人必站不住；耶和華喜愛義人的道路， 

惡人卻遭滅亡。 

 
《樂遵主命》 

1. 救主要我前往之地，未必遠渡重洋， 

 未必攀上山嶺高峰，或在危險戰場； 

 但若救主微聲呼喚，雖然不知前程， 

 我牽主手，欣然回答，「你命我何往必聽。」 

2. 現在或有慈愛恩言，耶穌要我去傳； 

 或者有益走入歧路，要我領他回轉； 

 有主在前引領我路，不怕黑暗危險； 

 美好信息我要傳揚，主命我何言必言。 

3. 我知有一卑微工作，在世廣大禾田 

 等待我去獻身努力，報答十架恩典； 

 今將所有交託我主，深知主愛恩情； 

 我願忠誠遵主美旨，主命我何事必行。 

副歌： 差我何往，我必前往，雖經高山海洋； 

 命我何言，派我何事，我必順服主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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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天國的拓展 

經文：腓 二 12-18 (和修版) 

2:12 我親愛的，這樣看來，你們向來是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

那裏，就是我現在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更是順服的，就當

恐懼戰兢完成你們自己得救的事； 

2:13 因為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使你們又立志又實行，為要

成就他的美意。 

2:14 你們無論做甚麼事，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2:15 好使你們無可指責，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

帝無瑕疵的兒女。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 

2:16 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誇耀我沒有

白跑，也沒有徒勞。 

2:17 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獻在其上也是喜

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2:18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使命詩 

《請差遣我》 

1. 感慨！造物與尊貴，褪色、墮落、變更； 

百載磨練、律法指引，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掛十架成贖祭，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誰可替我預告？ 

2. 驚歎！叛罪與歪理，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已近，世代快成絕韻，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誰可替我做到？ 

副歌 ︰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祢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歸向，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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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黎光偉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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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發福袋：教會於 2 月 27 日（星期六）10:30am，在洪福邨

街市派發福袋，讓街坊認識教會，如弟兄姊妹有興趣參與福

袋的包裝及當日的派發活動，請與辦公室聯絡及登記。 

4. 為慶祝錦繡堂四十周年，母堂推出四十周年紀念文集《錦宣．

信》，將過往四十八篇牧者之言編輯成文集，包括屬靈信息、

聖經教導、事奉經歷、生活點滴及信仰實踐等。每本 100 元，

如有意購買，請與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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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I.  教會、社區中心事工  

1. 求主使用下主日(28/2)林佩心姑娘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

家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 疫情期間，長者們多留在家中。由於他們不太懂得上網和

用 Zoom，所以我們少了和他們接觸。求神賜下智慧，讓我

們曉得如何教導他們用 Zoom，以致於我們可以繼續在網上

開團契，牧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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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恩神讓我們的扶貧事工有好的進展。我們和哥尼流事工

服事的對象關係越來越緊密。求神賜下機會，讓我們可以

探訪他們，並且向他們傳福音。求主記念我們 2 月 27 日在

洪福邨派發福袋的活動以及 3 月份我們和洪孩兒的合作，

讓更多洪水橋的街坊認識我們的教會以及社區中心。 

4. 求神賜下更多的機會，讓我們可以探訪會友，關心他們的

需要，為他們禱告，好讓他們感受到神的愛，身心靈得以

健壯起來。 

 

II.  錦宣事工  

1. 請為崇拜科支援部禱告，求主讓疫情早日結束，教會能夠

再次進行實體崇拜。 

2. 求主保守部長及各部員個人及家人身體健康，免去病毒的

侵害。 

 

II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我們為日本福島地震中受影響的一百多萬居民禱告。知道

許多受影響的居民頓時失去居所，求袮讓他們有足夠的食

物及物資，以應付日常所需。又願這個國家的人民早日認

識福音，遠離崇拜別神的神道教。 

2. 也門的內戰已經進入第六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在

也門約有二百多萬五歲以下的兒童缺乏營養，當中更有近

四十萬的兒童因缺乏營養而將會面臨死亡。我們祈求神憐

憫這地和這地上的孩子，感動更多人起來關注及回應該地

的人道問題。 

3. 最近，香港的疫情有明顯改善，我們為此而獻上感恩。政

府公佈將於三月開始為一部分的市民先行接種疫苗。願政

府能夠有智慧地處理這事，也願袮與香港人同在，安撫各

人對疫苗副作用的擔憂。 
     



 

 

 
 21/2/2021（日） 28/2/2021（日） 

主席 曾敏姑娘 鄧潤暢 

講員 黎光偉牧師 林佩心姑娘 

領唱 張元嘉 張浩輝 鍾英順 陳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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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浩輝 

祝福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 /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潘麗玲 
 
 

1 月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參與人數 

（人） 

2 月 14日 

收入 奉獻 $112,260   現場 網上 

支出  薪津 $32,700   主日學 /  / 

 租金及行政費 $51,500   主日崇拜 / 59 

 其他 $28,000   週三祈禱會 / 19 

盈餘/(不敷)   60        

2 月累積奉獻收入：              $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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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費奉獻 100      

819 1,000        

2502 1,000        

487520 1,100        

123456 3,000        

AMY494 1,000        

C2209 10,000        

具名奉獻 2,500    總額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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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