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主日崇拜  

4 月 25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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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17︰1-2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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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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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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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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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的服侍》 
  路五 17-20 節及 24 下-26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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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榮光普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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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117:1-2 

萬國啊，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萬族啊，你們都要頌讚他！因為他

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信實存到永遠。哈利路亞！ 

 

 

敬拜讚美  

《全然向祢》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副歌：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稱謝不已，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一生一世腳步不離。 

 

《獻上頌讚》 

在世間，萬有中，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愛是奇妙浩大。 

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只有，一息尚存，也要定意敬拜祢。 

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 

各處頌讚，眾山歡呼拍掌，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與眾海呼喊，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要述說祢創造， 

願永愛着祢，我這生不變更， 

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祢。 

 



 

 

《這樣的愛》 

1. 這樣的愛，這樣高深的愛，遠至亙古不變直到未來， 

降生人世內，彰顯神的愛，接近人群抹去病困悲哀， 

這樣的愛，甘願犧牲的愛，這愛傾出寶血贖我回來， 

捨身除障礙，血盡流的愛，世上無人如同這份愛。 

2. 這樣的愛，這份一生的愛，這愛永測不透但很精彩， 

你竟住我內，空虛已不再，晝夜同行從來沒有分開， 

這樣的愛，傾盡一生的愛，縱有困苦厄困也不更改， 

世間無替代，這情和這愛，傾出一生報答這份愛。 

 

副歌：我的主恩深比海更深，這份愛解我心中罪困， 

    淒清中伴我同行，孤單中伴我前行， 

    這份情仍是最真，我的主恩高比天更高， 

    這份愛今我竟可遇到，漆黑中沒有迷途， 

    幽谷中是我路途，這份情難以盡訴。 

 

 

講題：信心的服侍 

經文：路五 17-20 節及 24 下-26 (和修版) 

5:17 有一天，耶穌教導人，有法利賽人和律法教師在旁邊坐

著；他們是從加利利各鄉村、猶太和耶路撒冷來的。主的

能力與耶穌同在，使他能治好病人。 

5:18  這時，有些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要把他抬進去放在耶

穌面前， 

5:19  卻因人多，找不出法子抬進去，就上了房頂，從瓦間把他

連褥子縋到當中，在耶穌面前。 

5:20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說：「朋友，你的罪赦了。」 

 

5:24  他就對癱子說：「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5:25  那人當著眾人面前立刻起來，拿了他所躺臥的褥子回家



 

 

去，歸榮耀給神。 

5:26  眾人都驚奇，也歸榮耀給神，並且滿心懼怕，說：「我們

今日看見不尋常的事了！」 

 

使命詩 

《榮光普照》 
十架愛戰勝詛咒，存憐憫抹去苦困； 
是祢恩典的光充滿在世間，施拯救。 
 
讓我敬拜祢歌唱：神完美聖潔尊貴， 
是祢恩典的光光照著我心，不變更。 
 
副歌:  榮光普照全地，神恩豐富完備， 

榮光照耀，驅走晦暗，將心靈再點起。 
求興起我靈命，燃起心底平靜， 
榮光引路，感恩讚美，願生命更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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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雖放寬宗教聚會的安排，但聚會人數

仍有限制。現時禮堂只接待 50 人參與崇拜聚會，超額者

將安排在副堂觀看直播。如身體不適，請留在家中，避免

出席人多聚集的地方。 

3. 聘請消息：教會招聘青少年傳道、福音幹事。社區中心招

聘：1.兼職中心助理，中五程度，需懂電腦，體力勞動，



 

 

主動熱誠。2.兼職補習導師，副學位程度或以上，良好粵

語英語，獨立，有補習經驗優先。詳情可向同工或參閱教

會及社區中心 FB 專頁。 

4. 崇拜獻花: 有意參與獻花的會眾，請與同工聯絡，每次獻

花奉獻為$280。 

5. 主日學班: 新一季主日學課程在 5 月 2 日開班，初信班(老

耀雄牧師、仰望耶穌(陳創豐導師) 、摩西五經（上） (曾

敏姑娘)。另開辦泰語門徒訓練(高淑芬傳道)以泰語授

課。詳情請參閱有關海報，查詢及報名請與同工聯絡。 

6. 奉獻收據: 2020/21 年度奉獻收據將於 5 月初派發，弟兄

姊妹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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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溫馨提示: 信徒在教會內外，不應以關心為藉口，進行傳

銷、直銷、健康產品、保健產品、療程等的推銷或游說活

動。 

 

 

代禱事項  

I.  教會、社區中心事工  

1. 求主使用下主日(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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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差傳部禱告，記念教會的差傳教育工作。每星期，楊

穎兒導師會寫一篇與差傳有關的文章，發放到教會的面書

上。內容主要是圍繞三方面，包括了宣教士的故事、聖經

如何看宣教，以及現在真實的情況等。求主使用這些文

章，叫弟兄姊妹更認識差傳。另外，求主預備弟兄姊妹的



 

 

心，讓他們準備好在未來的日子，一同參與差傳事工，特

別是支持宣教士的工作。 

3. 隨著實體崇拜的恢復，各部的服事也逐步恢復了。感恩弟

兄姊妹很願意投入在服事當中。求主加添弟兄姊妹恩賜去

服事，又叫他們心中的信、望和愛都與日俱增，以致於他

們可以成為討主喜悅的僕人。 

4. 6/6 是福音主日，我們會在當天的崇拜進行佈道會。求主

感動弟兄姊妹常常為佈道會的籌備工作禱告，好讓當日的

聚會可以順利地進行。又求主使用講員雷子健牧師的信

息，叫新朋友明白主的愛，早日歸向耶穌基督。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福音粵曲導師梁蕙清姊妹禱告，最近姊妹的腰骨以及

膝蓋都感到疼痛。醫生診斷是坐骨神經痛，為她開了藥，

求主大大的醫治她。另外，孫女伊嵐的情緒不穩定，容易

發脾氣，求神幫助她，讓她的情緒可以穩定下來。 

2. 1 月 29 日，趙姑娘在威爾斯醫院做了腳根手術。感恩手術

成功，現在趙姑娘可以站立，並且雙腳平放在地上。她的

腳套上了支架，再過不多的時候就可以除掉了。直到目前

為止，趙姑娘都未能夠開聲說話以及自己進食，求主大大

的醫治和幫助她。 

3. 蔡麗朗姊妹正進行化療。求上主把治療引發的副作用減至

最低。求上主堅固姊妹的信心，讓她安然睡覺，又求主保

守她家人的身心靈。 

4. 張淑芬姊妹仍然在接受標靶治療，求主繼續使用這個治療

去幫助姊妹對抗癌症。 

5. 鄧秋明姊妹血壓高和失眠，但是因為經濟壓力的原故，暫

時未能夠退休。求主醫治她的身體，讓她晚上有好的休

息。又求主為她開路，讓她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得以解



 

 

決經濟上的困難。 

 

III.  錦宣事工  

1. 請為青年部禱告，弟兄姊妹在工作中面對壓力，求主成為

他們的安慰和力量。 

2. 感謝神讓青年人在團契中找到同路人。求主繼續賜福給他

們。請為那些預備考 DSE 的肢體禱告，求主賜福，使他們

身心靈得到平安。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我們為創啟地區的宣教士禱告，他們往往不能夠以宣教士

的身份在創啟地區傳教，只能透過在當地經營小店，從而

與人分享福音。我們祈求神保守他們的人生安全，供應所

需，堅守神給他們的宣教使命。 

2. 我們為薩爾瓦多（El Salvador)祈禱。我們祈求這個國家

能夠結束幫派暴力和毒品販運的活動。求神讓政府有智

慧，公正地分配財富，使這些國家中被排斥的數百萬人能

夠獲得有尊嚴的生活，勇敢活出具解放大能的福音。 

3. 近日本地的確診個案明顯下降，唯獨是在社區發現了首宗

變種病毒，令人擔憂。求天父恩待本港的市民及商戶，感

動市民繼續做好防疫措施。 

 

 

 

 

 

 



 

 

 25/4/2021（日） 2/5/2021（日） 

主席 劉世雄 鄧潤暢 

講員 楊穎兒導師 曾敏姑娘 

領唱 張浩輝 陳妙玲 李雲鳳 鍾英順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 / 

司事 余少群、梁玉珍、黃裔焜、張潔雲 李淑瓊、李玉晶、黃婉玲、梁志聰 

接待 李淑瓊 譚慧玲 

襄禮 / / 

翻譯 梁熙縵 梁熙縵 

音響/影視 梁悅華、鍾英順、鄧潤暢 梁悅華、張浩輝、黃劍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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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參與人數 

（人） 

4 月 18 日 

收入 奉獻 $181,610   現場 網上 

減:支出  同工薪酬及強積金 $33.600   主日學 9  / 

 租金及行政費 $51,500   主日崇拜 78 21 

 其他 $25,600   週三祈禱會 12 14 

結餘:盈餘/(不敷)   $70,910        

截至 3 月份累積:盈餘/(不敷)        $3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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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00  具名奉獻 200    

0356 100  常費奉獻 460      

1026 300          

933616 100          

CY83 1,000          

GIOGIU 500          

LILS 5,000          

MA 200      總額 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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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號舖地下至三樓 

Tel: 2146 2300       Fax: 2146 2322       Email: info@graceflowchurch.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magraceflowchurch       網頁：www.graceflowchurch.com 

mailto:info@graceflowchur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