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主日崇拜  

5 月 16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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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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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悅納人的禧年》 
  利廿五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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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2 

哈利路亞！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他！ 

願以色列因造祂他的主歡喜！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快樂！ 

 

 

敬拜讚美  

《獻給我天上的主》 

1.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2.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副歌 :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為祢我獻上頌讚。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十架為我榮耀》 

1. 求主使我依十架，在彼有生命水， 

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赦我眾罪。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 

今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3. 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 

並祂為我釘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 我願意別無所誇，但誇主十字架！ 

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世界。 

 

副歌：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誰曾應許》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着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裏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着漩渦？ 

因祢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祢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祢永在我心窩， 

唯祢有永生江河，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神祢竟這般顧念我。 

 

 

講題：神悅納人的禧年 

經文：利廿五 1-24 節(和修版) 

25:1  耶和華在西奈山吩咐摩西說： 

25:2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對他們說：你們到了我所賜你們那

地的時候，地要休耕，向耶和華守安息。 

25:3  你們六年要耕種田地，六年要修整葡萄園，收藏地的出產。 

25:4  第七年，地要守完全安息的安息年，就是向耶和華守安

息。你們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整葡萄園。 

25:5  不可收割自然生長的莊稼，也不可摘取沒有修剪的葡萄樹

上的葡萄。這年，地要完全安息。 

25:6  地在安息年所長出的，要給你和你的奴僕、使女、雇工，

以及寄居在你那裏的外人作食物。 

25:7  所有的出產也要給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獸作食物。」 

25:8  「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就是七個七年。這就成為你的七

個安息年，一共四十九年。 

25:9  七月初十，你要大聲吹角；這是贖罪日，你要在全地吹角。 

25:10 你們要以第五十年為聖年，在全地向所有的居民宣告自

由。這是你們的禧年，各人的產業要歸還自己，各人要歸回自己



 

 

的家。 

25:11 第五十年要作為你們的禧年。你們不可耕種，不可收割自

然生長的莊稼，也不可摘取沒有修剪的葡萄樹上的葡萄。 

25:12 因為這是禧年，是你們的聖年；你們要吃地中自然生長的

農作物。 

25:13「這禧年，你們各人的產業要歸還自己。 

25:14 無論你賣甚麼給鄰舍，或從鄰舍的手中買甚麼，彼此不可

虧負。 

25:15 你要按照禧年後的年數向鄰舍買；他要按照可收成的年數

賣給你； 

25:16 年數越多，價錢就越高；年數越少，價錢就越低，因為他

賣給你的是收成的數量。 

25:17 你們彼此不可虧負，只要敬畏你的神，因為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神。」 

25:18 「你們要遵行我的律例，謹守我的典章，遵行它們，就可

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25:19 地必出產果實，你們可以吃飽，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25:20 你們若說：『看哪，第七年我們不耕種，也不收藏農作物，

我們吃甚麼呢？』 

25:21 我必在第六年發令賜福給你們，地就長出三年的農作物

來。 

25:22 第八年你們要耕種，也要吃陳糧；等到第九年農作物收成

的時候，你們還有陳糧吃。」 

25:23 「地不可以賣斷，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25:24 在你們所得為業的全地，要准許人有權將地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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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本堂神學生楊穎兒導師於本主日傳講信

息，願主賜福。 

2. 中心班組: 最新暑期班已接受報名，凡報讀兩班或以上，

每班即減$20。課程內容請參閱中心 Facebook 宣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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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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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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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招募詩班員：有意者請與同工曾敏姑娘查詢及報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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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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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I.  教會、社區中心事工  

1. 求主使用下主日(23/5)吳景霖傳道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

家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 請為青少年事工禱告，今年暑假我們會和新福事工合作，

一同舉辦興趣班，吸引中學生來我們教會參與活動。求神

預備中學生的心，讓他們願意在興趣班結束之後繼續留在

教會，認識神更多。求神為我們預備青少年同工。 

3. 感恩實體崇拜恢復以後，有不少弟兄姊妹回到教會參與聚

會。求主預備我們的心，讓我們在崇拜前省察自己的罪

惡，向神認罪悔改。也求主安靜我們的心，讓我們預備迎

見神。求神賜福給事奉人員，讓他們在事奉前有美好的預

備，在事奉中能夠敏銳聖靈的聲音，將最好的獻給神。 

4. 6/6(星期日)我們會進行佈道會。求主不斷的為我們預備福

音對象，把他們帶到教會當中，讓他們可以在佈道會中聴

聞福音。求神軟化福音對象的心，讓他們願意認識神更多。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泰語團契的團長潘美雲姊妹禱告，求主賜姊妹一顆渴

慕主話語的心，願意常常花時間在神的話語上。又求神帶

領姊妹去禱告，親近神，讓自己的靈命有美好的成長。另

外，姊妹參與了泰語門訓。求神使用門訓叫姊妹更認識信

仰，生命得以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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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金齡區禱告，長者主日學已經恢復實體上課，求主賜

各人平安。暫時未能夠到教會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他們

的心。 

2. 求主賜金齡部委員智慧和力量，讓他們能夠關顧相關年齡

層的肢體。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以巴局勢惡化，以色列軍方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互相發

動攻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以色列中部城市盧德，宣布

進入緊急狀態。我們祈求各方能夠以和平的方式對話，也

求主憐憫死傷者及其家人。 

2. 我們為各地宣教士在事工上的配搭禱告。許多宣教士在異

地裡都需要與不同差會的同工、慈惠機構、當地政府、人

民等等互相協調和配合。我們禱求他們能夠以愛和包容，

滿有基督的樣式，與各方都有美好的配搭。 

3. 我們為本港的疫情禱告。當政府放寬限聚令的同時，專家

們亦不排除變種病毒已滲入社區。願我們繼續為香港禱

告，求父與我們同在，堅固我們的抗疫意志，賜給我們日

常所需，共渡難關。 

 

 



 

 

 16/5/2021（日） 23/5/2021（日） 

主席 陳妙玲 劉世雄 

講員 楊穎兒導師 吳景霖傳道 

領唱 鍾英順 張元嘉 陳妙玲 張浩輝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 / 

司事 李淑瓊、余少群、黃婉玲、梁玉珍 李淑瓊、張潔雲、黃婉玲、黃裔焜 

接待 譚慧玲 譚慧玲 

襄禮 / / 

翻譯 梁熙縵 梁熙縵 

音響/影視 梁悅華、鄧潤暢、張浩輝 梁悅華、鍾英順、黃劍雄 

祝福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倪曉琳 馮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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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 

收入 奉獻 $81,700  現場 網上 

支出  同工薪酬 $19,860  主日學 36 / 

 租金及行政費 $41,500  主日崇拜 91 19 

 其他 $31,000  週三祈禱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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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600  Wongtm 500     一月份 $112,260 $112,200 

1227 1,000  
Lo's Family 

Charity Fund 100,000       二月份 $74,300 $107,793 

0144 500  具名奉獻 1,700       三月份 $181,600 $110,700 

2311 100  常費奉獻 1,710       四月份 $81,700 $92,360 

933616 100           累積 $449,860 $423,053 

AA195 5,100           結餘 $26,807 

E4S4 2,500           錦宣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

$116,000 Li7777 5,000      總額 118,810   

累計五月份兩週奉獻: $14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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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