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主日崇拜  

6 月 27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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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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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自欺欺人》 
  羅一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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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動力信望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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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2 

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我

要因你的慈愛和信實頌揚你的名;因你使你的名和你的言語顯為

大，超乎一切。 

 

 

敬拜讚美  

《誠心敬拜》 

1. 全心歡欣，屈膝敬拜，頌讚祢永活神， 

誠心歡欣，屈膝敬拜，讚美祢萬世君， 

無所不知真理運行，智慧遍佈穹蒼， 

難料蹤跡，不可測透，卻捨身救贖我。 

2. 全心歡欣，屈膝敬拜，頌讚祢永活神， 

誠心歡欣，屈膝敬拜，讚美祢萬世君， 

全為犧牲遮蓋罪尤，永遠看顧憐憫， 

神恩滔滔，施恩拯救，我一生靠著祢。 

副歌：頌讚祂永生神，傾出一生捨己為救恩， 

頌讚祂至高神，基督恩典一生永護蔭。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神大愛》 
我唱出，神大愛，神豈有難成的事。 
人生路，常起跌，袮話語叫我永不動搖。 
在世間，能遇袮，迷了路有主引導。  
常施恩，常看顧，袮杖扶持，袮竿引領。 
何時我跌倒，何時袮扶持，危難遇風雪，袮必庇佑。 
前途在袮手，牽我到白頭， 
守護我，從今天起，直到永遠。 

 

 

 

 

講題：不要自欺欺人 

經文：羅一 16-32 節 (和修版) 

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1:17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

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1:18 原來，神的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

是那些行不義壓制真理的人。 

1: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

向他們顯明。 

1: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

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見，叫人無可推諉。 

1: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把他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

謝他。他們的思想變為虛妄，無知的心昏暗了。 

1:22 他們自以為聰明，反成了愚昧， 

1:23  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仿照必朽壞的人、飛

禽、走獸、爬蟲的形像。 

1:24 所以，神任憑他們隨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

羞辱自己的身體。 



 

 

1:25  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

那造物的主——主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1:26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自然

的關係變成違反自然的； 

1:27  男人也是如此，放棄了和女人自然的關係，慾火攻心，男

的和男的彼此貪戀，行可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逆性

行為當得的報應。 

1:28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扭曲的心，做那

些不該做的事， 

1:29 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兇殺、

紛爭、詭詐、毒恨，又是毀謗的、 

1:30  說人壞話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誇的、製

造是非的、忤逆父母的、 

1:31 頑梗不化的、言而無信的、無情無義的、不憐憫人的。 

1:32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做這樣事的人是該死的，然而他們不但

自己去做，還贊同別人去做。 

 

 

 

使命詩 

《動力信望愛》 

1. 我站到街中聽鬧市聲音，我望見艱辛顛沛眾生。 

我立志服務這大片人群，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 

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2. 我願帶歡欣遍鬧市穿梭，我願見光采閃閃眼睛。 

我立志服務，那懼怕疲勞，鍛鍊我耐力承受壓逼。 

要越過唏噓、要突破孤單、要踏碎傷心、抵抗困逼。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副歌：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 

   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 

   只要祢與我同往，不怕冷笑與迷惘， 

   願降卑，效法基督，一生辛勤，獻信望愛！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母堂同工鄧泰康傳道於本主日傳講信息，

願主賜福。 

2. 最新消息：為配合政府調整宗教處所放寬措施，進入教會

時各會眾需記錄有否接種一針疫苗，此記錄只作統計之用。 

3. 送贈血壓計：榮華慈善基金贊助教會 30 部血壓計，對象為

年滿 60 歲及符合以下其一要求:領取綜援或領取高額長者

生活津貼或租住公屋獨居長者/雙老家庭。每家庭一部，需

於領取日親身領取，不可代領。查詢及登記預約:21462300 

(老牧師/曾姑娘)。 

4. 招募詩班員：有意者請與同工曾敏姑娘查詢及報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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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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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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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我們已經將音響搬往 207，深信

星期日影音的服事會更加順暢。求神幫助影音能夠和領

唱、主席以及講員有美好的配搭，以致於每星期的崇拜可

以順利地進行。 

3. 求神記念我們當中患病的肢體，大大的醫治他們；又看顧

情緒受困擾的肢體，讓他們得著安慰和幫助。求神感動弟

兄姊妹愛慕神的話語，遠離罪惡，過討神喜悅的生活。最

後，求神加添恩賜給更多的弟兄姊妹，讓他們可以起來參

與服事，復興洪恩家。 

4. 今年暑假，我們會和新福事工合作，舉辦初小、高小以及

初中的班組活動。希望班組活動結束以後，我們的兒童以

及青少年事工也可以展開。求神為我們預備青少年同工，

帶領教會去發展兒童以及青少年的工作。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泰語事工統籌高淑芬傳道禱告，生蛇前高傳道的膝蓋

痛，走路很辛苦。生蛇後，她的身體大有進步，膝蓋不痛

了，感謝主。求神繼續保守高傳道身心靈健壯，能夠為主

做更多的工作。高傳道的父母需要不停地覆診，求神賜高

傳道力量、忍耐和愛心去照顧他們。 

2. 請為趙姑娘禱告，感恩家人已經找到兩位醫師去醫治她的

聲帶以及處理她吞吃的問題。趙姑娘可以開始吞吃少量營

養粉和流質食物的混合物。她也可以在兩人的摻扶下來回

行走 10 多步路。她的左手有力去挾東西。求主繼續醫治趙

姑娘，讓她一步一步邁向徹底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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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念幼兒事工，感恩有導師加入帶領新一季幼兒天地，

求主加力。 

2. 求主賜福幼兒嘉年華的活動，讓兒童、家長及事奉者都蒙

恩。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世界各國仍然在努力地控制新冠疫情。當中，有不少國家

研製了疫苗去防禦新冠病毒。有一些疫苗保護力比較強，

有一些卻會帶來生命的危險。求神賜下智慧，讓各國都能

夠研制有效的疫苗去控制疫情。疫情下，求神在人的心裡

工作，叫人明白到既然生死不在自己的手中，就應當把握

機會去認識和相信主，早日得救。 

2. 最近，馬鞍山一對夫婦互相用刀傷害對方，結果一同被

捕。近年來，婚姻關係破裂，夫婦之間互相傷害的例子不

少。求神賜下愛與寛恕給每一個家庭，讓夫婦們曉得怎樣

和對方建立親密以及和睦的關係。求神賜福給每一對基督

徒夫婦，讓他們不單止能夠按照聖經的教導去建立關係，

還能夠在人群中作美好的見證。 

 

    



 

 

 27/6/2021（日） 4/7/2021（日） 

主席 張麗嬌 劉世雄 

講員 鄧泰康傳道 老耀雄牧師 

領唱 鄧潤暢 陳妙玲 李雲鳳 鄧潤暢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 / 

司事 黃裔焜、關麗明、張瑞琼、梁玉珍 李淑瓊、關麗明、黃婉玲、余少群 

接待 張潔雲 譚慧玲 

襄禮 / / 

翻譯 梁熙縵 梁熙縵 

音響/影視 梁悅華、張浩輝、彭蕊玲 梁悅華、梁晚珠 

祝福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馮靜雯 馮靜雯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姑娘 
 
 
2021 年度 

5 月份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人數 

(人) 

6 月 20 日 

收入 奉獻 $188,710  現場 網上 

支出  同工薪酬 $21,430  主日學 35 / 

 租金及行政費 $41,500  主日崇拜 111 10 

 其他 $46,836  週三祈禱會 8 9 

結餘: 盈餘/(不敷) $7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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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 3,000       第一季 $368,160 $330,693 

CKW 1,500         四月份 $81,700 $92,360 

GIOGIU 500         五月份 $188,710 $109,766 

h001 400         累積 $638,570 $532,819 

W.SP 0101 280         結餘 $105,751 

YK 2,300         錦宣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

$116,000 具名奉獻 12,400         

常費奉獻 1,850    總額 22,230    

累計六月份三週奉獻: $8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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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