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主日崇拜  

3 月 28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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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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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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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主宰》 
使徒行傳 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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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志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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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2 

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神呼喊。因為耶和華

至高者是可畏的，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敬拜讚美  

 

《耶和華是愛》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渡每一天。 

耶和華是愛，在困境中祂保守引牽， 

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在危難也不會變。 

 

在世間主恩與共，祂的愛存在常無盡， 

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共同渡此世。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裡，在危難也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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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十架》 

1.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2.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副歌: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除祢以外》 

1. 大地頌讚歡唱，讚美祢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2. 萬族萬國高唱，讚美祢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祢超過諸天。 

副歌:  除祢以外，找不到尊貴像祢， 

       除祢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祢以外，並沒有，沒有別名，可以配受權柄， 

      讚美以及崇敬，聖潔、國度、榮耀全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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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誰是主宰 

經文：使徒行傳 十 34-35 (和修版) 

10:34 彼得開口說：「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 

10:35 不但如此，在各國中那敬畏他而行義的人都為他所悅納。 

 

 

 

 

使命詩 

《立志擺上》 

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恩深似海。 

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 

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 

在你恩手裡，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裡面能盛載， 

神豐足的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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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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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受苦節網上聯合崇拜:4 月 2 日（星期五）早上 9:00 歡迎在

網上收看直播平台 YouTube 元朗基督教聯會，主題:「耶和華

受苦之僕」。 

3. 同工消息:會計幹事潘麗玲姊妹離職，本堂感謝她在洪恩堂的

事奉。 

4. 2020/21 年度奉獻收據將於 5 月初派發，弟兄姊妹如需要在本

年度取得免稅奉獻收據，請最遲於 3 月 28 日主日崇拜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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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老耀雄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家

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 請為影音小組禱告，求主加添智慧和恩賜給各事奉人員，

讓他們在每星期日安裝影音設備、處理控制台以及錄影和

直播的事情上都是順暢的。 

3. 求主記念我們當中患病的，經濟有缺乏的，情緒感到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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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肢體﹐願主大大的幫助他們。求主感動我們常常親近祂，

敏銳聖靈的提醒，遠離罪惡，過聖潔的生活。 

4. 最近，我們有機會和新福事工合作，關懷洪水橋有需要的

街坊。求主記念整件事情，讓我們可以藉著社區關懷的工

作接觸更多生命，為福音工作鋪路。 

II. 錦宣事工  

1. 請記念差傳部，為宣教士能夠在不同的工場為主有系統地

推廣福音工作祈禱。 

2. 為錦宣在疫情後如何更具策略性地探索差傳事工上的更新

和轉變祈禱。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四月二日是「世界自閉症關愛日」，目的是提高全世界人民

對自閉症的認識。願我們緊記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所愛，

求主教導我們記念身邊或社區中的自閉症患者，也加能賜

力給他們的照顧者。 

2. 近日，國際特赦組織發表了一份報告，指黎巴嫩軍事情報

人員對被拘留的敘利亞人進行的侵犯，包括違反公平審判

原則和實施酷刑。願我們記念正在身處於戰爭的人民，懇

求上帝不要掩面不看受苦者的需要，祈求上帝的公義和拯

救能夠彰顯。 

3. 受著疫情的影響，許多宣教士仍然身在異地，感謝你讓他

們繼續堅持服侍當地的人民，求主保守他們的健康，供應

他們的所需。也為到正在回家述職的宣教士禱告，求主讓

他們在各地的教會繼續服侍，為宣教事工播下種子。 



 

 

 28/3/2021（日） 4/4/2021（日） 

主席 劉世雄 楊穎兒導師 

講員 鄧泰康傳道 老耀雄牧師 

領唱 陳妙玲 鍾英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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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浩輝 梁悅華、鄧潤暢、鍾英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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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敏姑娘 
 
2021 年度 

2 月份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參與人數 

（人） 

3 月 21 日 

收入 奉獻 $74,300   現場 網上 

減:支出  同工薪酬及強積金 $29,193   主日學 -  5 

 租金及行政費 $51,500   主日崇拜 / 66 

 其他 $27,100   週三祈禱會 / 19 

結餘:盈餘/(不敷)   $(33,493)        

截至 2 月份累積:盈餘/(不敷)        $(3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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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4 500  常費奉獻 390     

2013 30,000        

778989 1,500        

CKW 3,000        

MA 500        

U5 20,000        

YK 4,600        

具名奉獻 1,300    總額 $61,790 

   奉獻名單，刊登程序表以代號代替實名，奉獻者如未有代號，請填寫申請表格交回辦公室或向行政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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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graceflowchur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