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聖餐主日崇拜  

5 月 9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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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46:1-2 ----------------- 眾立 

敬拜讚美 ------------- (頁 1-2) ------------------ 眾坐 

教會粵曲隊 -- 大能大愛的救主、敬神愛主念親恩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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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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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 主十架下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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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母親的要求》 
    太廿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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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出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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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2 

哈利路亞！我的心哪，你要讚美耶和華！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

我還活著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  

 

 

 

敬拜讚美  

 

《一首讚美的詩歌》 

願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 

願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 

願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裡，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 

創造我的主，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 

一首讚美的詩歌，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榮耀歸於真神》 

1.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2. 贖罪完全救恩，主寶血功勳，凡信者得永生，神應許世人： 

 只要我眾罪人真心接納主，一經信靠耶穌，必蒙祂饒恕。 

 

副歌：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 

   請來，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 

   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親眼看見祢》 

有祢，我生命不一樣，有祢，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我不害怕困難，有祢，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深處裏求告祢，祢在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我堅固避難所，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教會粵曲獻唱 

《大能大愛的救主》 

讚頌主，救恩貫塵寰，主耶穌道成肉身，紆尊到人間，全能大愛

絕對非虛泛；佈道世間，不管受人白眼，謙卑慈善，捨身救世不

畏難，深得天下各方稱讚；露宿風餐，刻苦刻艱，本着真理，力

把福音傳播不憚煩，指引世上人認罪悔改，覺岸回頭仍未晚，更

生沒困難，不違父神律法，德心當獲神諒鑒。 

（白）聖經上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耶穌就是神的獨生子，祂道成肉身，降生世上，謙卑為救世主。

聖經又說：「因神賜聖靈給祂，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祂手裏，

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 

主愛莫當閒，主愛莫當閒，公義救恩非妄談，因救贖更不惜生命

受摧殘，寶血濺衣衫；盡見基督德心義膽，世上更應奉作模範，

未報主恩不免汗顏。虔誠頌讚，高歌稱讚：我主基督救贖恩，偉

大無限，光華照耀世間。 

（白）耶穌說：「我來到世上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

裏。」耶穌又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慶沐救主恩，不怕魔鬼撒旦誘惑侵犯，信主得救，一切罪過基督

代你肩擔，前途美好通暢沒阻攔，主以愛心消災解難，劫禍困苦

主有力救挽，主在我心歡慰無限，怨恨永消不復返，公義救恩充

滿人間，公義救恩充滿人間，衷誠信主迅速莫遲慢，基督聖潔仁

慈捨身救贖，罪人才獲寬赦免危難，信主得救，並不是妄談，真

神大能大德，恩義重如山，萬國之君萬世稱讚。 

 

 

 

 

 



 

 

《敬神愛主念親恩》 

春風暖，稚兒餓了孜孜未間斷，奔波往來，餵哺幼雛夫妻穿梭多

少遍，雞聲破曉，舉翅四方去，兜兜轉，祇因記掛餓兒，咀爪敝

哉猶力戰，風吹雨嘶頃刻冷風驟至稚鳥失方寸，雙親翅底蔽遮雨

傾連綿，夕旦無眠，不計力歇誓庇兒全，大愛猶似真神矜憐，派

兒施拯救，原罪得永斷，枝開遍，連綿十里春花遞嬗，千秋世代

變遷，始終親恩皆可見，精心創天，夫妻始有，生養不斷，子孫

萬代賴神言，尊敬上主劬勞長念算，知恩報德理應敬親奉養，盡

孝春暉惦，施恩救主，孝哉計依父神，十架囚懸，拯救大愛贖世

成全，十誡傳孝，真神之言，世人親恩要常在心紀念。 

 

 

 

聖餐詩 

      《主十架下》 

1. 在主耶穌十架下，我願站立堅定， 

如酷熱天遠行辛苦，進入磐石蔭影； 

如曠野中欣逢居所，長途喜見涼亭； 

到此得釋肩頭重擔，養力奔赴前程。 

2. 在主耶穌十架下，我常抬頭仰望， 

彷見救主受苦慘狀，為我忍受死亡； 

熱淚滿眶寸心如裂，內心反覆思量： 

思量我身不配受恩，思量主愛非常。 

3. 我願在主十架下，為我定居之鄉， 

我不尋求其他光輝，只求主面慈光； 

甘願撇下世界虛榮，得失不再計較， 

我將己罪看為羞恥，十架為我榮耀。 



 

 

講題：一位母親的要求 

經文：太廿 20-28 節(和修版) 

20:20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和她兩個兒子上前來，向耶穌叩

頭，求他一件事。 

20:21 耶穌問她：「你要甚麼呢？」她對耶穌說：「在你的國裏，

請讓我這兩個兒子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20:22 耶穌回答：「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將要喝的杯，

你們能喝嗎？」他們對他說：「我們能。」 

20:23 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要喝。可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賜的，而是我父為誰預備就賜給誰。」 

20:24 其餘十個門徒聽見，就對他們兄弟二人很生氣。 

20:25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

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轄他們。 

20:26 但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要作

你們的用人； 

20:27 誰願為首，就要作你們的僕人。 

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

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使命詩 

《活出愛》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 
測不透，摸不著，卻看得見。 
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副歌: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 感謝本堂同工老耀雄牧師於本主日傳講信息，

願主賜福。 

2. 祝福母親: 今天是母親節，願主賜福每位母親身體安康，

主恩常在。 

3. 興趣班組: 泰美食興趣班將於 6 月 2 日至 30 日舉行，由泰

國藉女當家主理，菜式包括木瓜沙律、肉碎生菜包、青咖

哩、西米盞、炸魚餅。$150/5 堂，如學生出席四堂或以上，

學費可全數退回。詳情請參閱有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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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季主日學課程已經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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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奉獻收據已開始派發，弟兄姊妹可

於崇拜後在副堂(203 室)領取。 

7. 懇親主日：本堂定於 6 月 6 日為懇親佈道主日，由雷子健

牧師講道信息，主題是《釋放與捆綁》，歡迎會眾邀請新朋

友參加。為配合今次佈道會本堂三樓磁畫牆展示一棵《洪

恩果子樹》，供各會眾在《果子》上寫上未信主者姓名及祝

福，活動期至 6 月 6 日。 

8. 招募詩班員：有意者請與同工曾敏姑娘查詢及報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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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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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楊穎兒導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

家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 請為兒童事工禱告，疫情好轉，求神帶領我們去思考在甚

麼時候重開兒童聚會。求神一方面帶領兒童來到我們的教

會參與聚會，而另一方面也為我們預備合適的導師，事工

模式以及聖經教導材料。 

3. 我們和越來越多非謀利機構合作，進行社會關懷的工作。

每一次當我們派發物資，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時，求神為

我們開路，讓我們可以和受助者建立緊密的關係。求神賜

下機會，讓我們可以探訪這些受助者，把福音帶給他們。 

4. 6/6(星期日)佈道會，求主感動弟兄姊妹帶領未信主的親友

回來參加聚會。當弟兄姊妹把未信主親友的名字貼在教會

磁畫牆上的果子樹時，求主感動我們常常為這些名字禱

告，好讓主的救恩快快的臨到這些親友的身上。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泰語團契的核心事奉人員黃華娟姊妹禱告，姊妹的雙

臂稍欠靈活，所以最近在做拉筋運動，求神醫治姊妹。求

主賜姊妹智慧和能力做好泰語團契剛展開的新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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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團契部禱告，感謝神恩領慕道朋友和受浸的新葡加入

團契。 

2. 求主賜福給新團友，讓他們能夠在團契中與舊團友互相激

勵，一同成長。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我們為印度疫情失控一事禱告，特別是新德里的地區，

人們需要日以繼夜焚燒感染病毒的屍體。同時，當地醫

院的床位供不應求，人們需要以高價購買黑市氧氣。我

們切切記念當地的需要，求各國願意放下政治立場，向

印度伸出援手。 

2. 我們為那些在創啟地區，因奉主名傳福音而被囚禁的宣

教士及信徒禱告。即使他們的身體受盡皮肉之苦，但願

祢賜他們有一棵好像保羅喜樂受苦的心。也求主的靈時



 

 

刻與他們同在，安慰他們及他們的家人。 

3. 我們為教會關懷社區的事工禱告，求主興起教會的弟兄

姊妹，願意成為事工的先鋒，敢於委身在教會的服待。

同時，我們為洪水橋這個的社區禱告，願主感動更多未

信的朋友認識教會和福音。 

 

 

 

 

 

 

 

 

 

 

 

 

 

 

 



 

 

 9/5/2021（日） 16/5/2021（日） 

主席 楊穎兒 陳妙玲 

講員 老耀雄牧師 楊穎兒導師 

領唱 楊桂芬 張浩輝 鍾英順 張元嘉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 / 

司事 張瑞琼、李玉晶、黃婉玲、梁志聰 李淑瓊、余少群、黃婉玲、梁玉珍 

接待 譚慧玲 譚慧玲 

襄禮 鄧潤暢、王穎倫、陳妙玲、梁美娟 / 

翻譯 梁熙縵 梁熙縵 

音響/影視 梁悅華、鄧潤暢、鍾英順 梁悅華、鄧潤暢、張浩輝 

祝福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張麗嬌 倪曉琳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姑娘 
 
 
2021 年度 

4 月份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人數 

(人) 

5 月 2 日 

收入 奉獻 $81,700  現場 網上 

支出  同工薪酬 $19,860  主日學 22 / 

 租金及行政費 $41,500  主日崇拜 71 20 

 其他 $31,000  週三祈禱會 10 11 

結餘: 盈餘/(不敷) ($10,660)     
 
 

洪恩堂奉獻名單  洪恩堂 2021 年財務報告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收入 開支 

1122 2,000  W1025 8,500     一月份 $112,260 $112,200 

2502 1,020  W.Sp0101 1,000       二月份 $74,300 $107,793 

5298 1,000  具名奉獻 4,310       三月份 $181,600 $110,700 

5410 3,900  常費奉獻 600       四月份 $81,700 $92,360 

CY83 1,000           累積 $449,860 $423,053 

CYL 300           結餘 $26,807 

K219 2,000           錦宣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

$116,000 PYL 2,000      總額 2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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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者以代號取代實名，如未有代號，請與行政同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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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