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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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崇拜 

10 月 10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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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34：3  --------------- 眾立 

敬拜讚美 ------------- (頁 1-3)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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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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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 主十架下 ----------------- 眾坐 

感恩分享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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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神喜悅的事奉》 
林前十二 12-27節 (和修版) 

 

奉獻 --------------獻己於主（生 458）------------ 眾坐 

                 (奉獻金錢乃基督徒本份，未信者可自由參與) 

         -----奉獻詩「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  

報告 --------------------------------------------- 

 

眾立 

眾坐 

讚美詩 ------------- 讚美詩 生 535 -------------- 眾立 

祝福 -------------------------------------------- 眾立 

使命詩 ------------ 為耶穌而活 ------------------ 眾立 

默禱散會 --------------------------------- 願主賜福各位 



 

 

宣召 

《詩》34：3 

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讓我們一同高舉他的名。 

 

 

敬拜讚美  

《至高者的隱密處》 

 

望落霞薄雲默然聚天邊，高空裏每日每夜透着眾光閃， 

這宇宙定能覓尋讓你心安處，心安舒。 

造物神造全地全是美意，祂知你顧念你在你求告之先， 

縱世上事情是常幻變多失意，多虧損。 

在眾山峰的高處，在眾水的深深處， 

在眾星，紅日外藏着謙卑寬恕。 

活在神運行在神話語裏，安於至高處。 

 

 

 

 

 

 

 

 

 

 

 

 

 

 

 



 

 

 

《祢的信實何廣大》 

 

1. 你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在你永遠沒有轉動影兒； 

永不改變，父神每天施憐憫，無始無終上主，施恩不盡。 

2. 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日月星辰時刻運轉不停； 

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 

3. 你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你常與我同在，安慰引領； 

求賜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從天降下恩典，福樂無窮。 

 

副歌 ： 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 

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      

        你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聖法蘭西斯禱文》 

 

1.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使用祢的愛， 

 在憂傷之中傳送祢寬恕，在懷疑之中顯出祢信實。 

2.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失望之處帶出祢盼望， 

 在罪惡黑暗發出祢的光，在難過心靈播下祢喜樂。 

3.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願寬恕別人好像祢寬恕， 

 願施與別人好像祢施與，願燃燒生命得永遠生命。 

 

副歌：幫助我不要單單求安慰，更願意努力安慰幫助人， 

    不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接受愛，更加願意付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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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喜悅的事奉 

經文：林前十二 12-27 節(和修版) 

12: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的肢體雖多，仍

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12:13  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

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並且共享這位聖靈。 

12:14  身體原不只是一個肢體，而是許多肢體。 

12:15  假如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不能因此

就不屬於身體。 

12:16  假如耳朵說：「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也不

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12:17  假如全身是眼睛，聽覺在哪裏呢？假如全身是耳朵，嗅

覺在哪裏呢？ 

12:18  但現在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一一安置在身體上了。 

12:19  假如全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哪裏呢？ 

12:20  但現在肢體雖多，身體還是一個。 

12:21  眼睛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

「我用不著你。」 

12:22  不但如此，身上的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缺少

的； 

12:23  身上的肢體，我們認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

我們不雅觀的，越發裝飾得雅觀。 

12:24  我們雅觀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

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12:25  免得身體不協調，總要肢體彼此照顧。 

12:26  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假如一個

肢體得光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12:27  你們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都是肢體。 



 

 

奉獻詩 

《獻己於主》 

 
1. 我一生求主管理，願獻身心為活祭； 

我雙手為主作工，因被主慈愛感動， 
因被主慈愛感動。 

2. 願我腳為主走路，步步遵從主吩咐； 
願我口時常頌揚，讚美我榮耀君王， 
讚美我榮耀君王。 

3. 願我恭敬獻金銀，不為自己留分文； 
我光陰全歸主用，讚美歌聲永不停， 
讚美歌聲永不停。 

4. 願我一生聽主命，放棄己見隨主行； 
我心成為主寶座，願祢作王我心中， 
願祢作王我心中。 
 
 
 
 
 
 
 
 
 
 
 
 
 
 
 
 
 
 



 

 

使命詩 

《為耶穌而活》 

 

1. 為耶穌而活，是生命真義，思想或言行，滿足主心意， 

欣然順服主，憑主旨引領，這樣為主活，是蒙福路程。 

2. 為耶穌而活，祂為我受死，背負我罪債，受凌辱唾棄， 

如此大慈愛，感動我歸依，我願獻一切，跟隨主到底。 

3. 為耶穌而活，在短暫世間，我心最寶貴主慈愛笑容， 

深願為我主，去尋找迷羊，帶領疲倦者，安息主懷中。 

 

副歌：基督耶穌我救主，我獻身心給祢； 

因祢在十字架上，甘願為我捨己； 

祢是我唯一主宰，我心作祢寶座， 

從此我要為主而活，主阿，專一為祢。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本堂曾敏傳道於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

賜福。 

2.  堂慶聚餐：本堂十週年堂慶聚餐；於 11 月 14 日崇拜

後，以便當形式進行，每位費用 80 元，65 歲或以上及

10 歲以下可享有優惠價 40 元。經濟有困難如領取綜援

的肢體可獲免費的名額，名額 120 名，不設留位，報名

及付款請向教會幹事潘潘聯絡。 

3.  栽培課程：「從路得記看宣教」高淑芬傳道 10 月 17 日開

班。 

4. 感動奉獻：教會為十週年堂慶設立一個「感動奉獻」，作

為是次十週年堂慶活動的經費，用以支付教會 T-

Shirt、禮物及愛筵費用，目標為港幣三萬元。 

5. 浸禮：蒙天父恩典及眷佑，本堂有四位肢體受浸加入教

會，並於 10 月 24 日下午：2：30 於錦繡堂禮堂接受灑

禮及浸禮，教會會預備車輛接載前往(只是單程)，誠邀

請蒞臨見證，共沐主恩! 請向潘潘幹事登記或電話預約

2146 2300。今屆受浸名單如下：李立申、倪曉琳、馬鴻

銘、梁麗卿。今屆轉會肢體：譚慧玲。 

6.  聯合崇拜：於 10 月 31 日本會前往錦繡花園伯特利中學

聯合崇拜，時間：上午：10：00。教會預備車輛接載前

往；去程時間：上午：9：00，上車地點：金閣豪園,回

程時間：上午 12：15。請向潘潘幹事登記或電話預約

2146 2300。 

7. 補影會眾證相安排：將訂於 10 月 24 日，崇拜之後，在

305 室進行拍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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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陳秀賢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 

恩家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所成長和更新。 

2.請為社區服務部禱告，求神保守社區中心所舉辦的活動

能夠適切坊眾的需要，成為他們的幫助。洪水橋有很多

人未信主，求神藉著社區中心拉近教會和洪水橋居民的

關係，讓福音快快的臨到人群當中。 

3.10 月 17 日崇拜，福音粵曲導師鄧秋萍姊妹分享見證。求

神藉著姊妹的分享見證自己的榮耀，也激勵其他弟兄姊

妹在十週年堂慶的時候向神獻上感恩。 

4.感恩李立申、倪曉琳、馬鴻銘和梁麗卿這四位弟兄姊妹 

即將在 10 月 24 日受洗。求神堅固他們的心，讓他們立

志一生跟從耶穌基督。又求神賜他們膽量勇氣在不同的

人面前見證神恩。 

 

II.  關顧事工  

1.請為曾敏傳道祈禱，求神保守曾傳道能夠常常敏銳聖靈

的聲音，明白神的心意，並且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事。求

神加添曾傳道精神、健康和體力去參與不同的事工。 

2.請為趙姑娘禱告，感恩她的情況有好轉，現在可以戒

奶，吃米湖以及慢慢除掉鼻喉。她手腳的行動不錯。求

神繼續醫治趙姑娘，讓她身體的行動更有力。趙姑娘的

妹妹毫不計較地服事家姐，求神加添與她精神、健康與

體力。家中的外傭即將約滿，求神為他們預備合適的工

人姐姐。也求主醫治趙姑娘媽媽，因為她初步有腦退化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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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姊妹的媽媽蔡添添婆婆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姊妹的一家。 

4.感恩最近張淑芬姊妹的驗血報告很好，癌指數低，X 光沒

有變化，一切平穩。求主醫治姊妹，讓她的癌指數可以

繼續保持在一個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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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念小學部的事工，感恩在每月一次主日學時段的兒

童團契，孩子可以學習互相合作，彼此認識的功課。 

2. 願主賜福與參加錦宣 40 週年親子畫作創作比賽的家庭，

讓他們能夠享受親子合作的時光。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10 月 4 日，澳門政府宣布，新增三宗確診個案。其中一

名患者是 46 歲的男士，居住於珠海，在澳門任職裝修工

人，每日需要往返兩地。這位男士的兩名同事同樣確

診。求神醫治確診者，也賜澳門政府聰明智慧去控制疫

情。求神繼續記念澳門的福音工作，叫更多人悔改信

主。 

     2. 在疫情下，在移民潮當中，求神感動香港的眾教會能夠

堅守自己的崗位，努力傳揚福音，建立門徒，讓神的名

被高舉。 



 

 

 
2021 年度 

9 月份收支報告 (不包括中心部份)  聚會人數 

(人) 

10 月 03 日 

收入 奉獻 $158,360.00  現場 網上 

支出  人事 $25,700.00  主日學 25 / 

 租金 $41,500.00  主日崇拜 92 14 

 其他 $46,205.00  週三祈禱會 14 5 

結餘: $44,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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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021（日） 17/10/2021（日） 

主席 陳妙玲 姚碧霞 

講員 曾敏姑娘 陳秀賢牧師 

領唱 張元嘉 潘玉蘭 張浩輝 張元嘉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陳根雄 陳根雄 

司事長 黃裔焜 黃裔焜 

司事 張潔雲、李淑瓊、關麗明、余少群 張潔雲、李淑瓊、梁玉珍、余少群 

接待 黃裔焜 黃裔焜 

襄禮 鄧潤暢、劉世雄、梁美娟、張麗嬌 / 

翻譯 梁熙縵 梁熙縵 

音響/影視 梁悅華、彭蕊玲、梁晚珠 梁悅華、譚慧玲、梁晚珠 

祝福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陳妙玲 陳碧彈 

兒童崇拜 王穎倫夫婦 潘潘/王穎倫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姑娘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1 至 9

月份 

收入 開支 

19 1,000  5410 4,100  3101 500   累積 $1,129,140.00 $1,060,014.00 

102 100  6125 10,000  5298 1,000   結餘 $69,126.00 

168 200  E4S4 2,500  具名奉獻 6,300   錦宣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

薪酬$114000 210 500  K219 3,000  常費奉獻 2,070   

01122 2,500  PYL 2,000     

2502 100  wltk 2,000  總額 37,870   

累計十月份一週奉獻：$37,870            累計堂慶奉獻：$15,100 

http://www.graceflowchur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