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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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12 月 26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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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賽 45：8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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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獻詩 ---------- 齊來崇拜；聖誕佳音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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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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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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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的意義》 
路 2：8-14節 (和修版) 

 

奉獻 --------------全獻在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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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願那靈火復興我 --------------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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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賽》45：8 

 

「諸天哪，要如雨傾盆而降，雲要降下公義，地要裂開，救恩

湧出，使公義也一同滋長；這都是我－耶和華造的。」 

 

 

 

敬拜讚美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1.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救贖釋放以色列民； 

淪落異邦，寂寞傷心，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2. 耶西之杖，懇求降臨，撒但手中釋放子民； 

地獄深處，拯救子民，使眾得勝死亡之墳。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3. 清晨日光，懇求降臨，藉主降臨歡慰眾心； 

衝破長夜幽暗陰沈，帶來光明驅散黑雲。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4. 大衛之鑰，懇求降臨，為我眾人大開天門； 

鋪平我眾登天路程，關閉人間痛苦路徑。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聽啊！天使高聲唱》 

 

1.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於新生王， 

神人融洽長歡欣，地上平安人蒙恩， 

興起，世間大小邦，齊與諸天共頌揚， 

天地唱和喜不勝，基督生於伯利恆。 

2. 基督本為永生王，天軍、天使齊俯拜， 

末世竟然由天降，生於童女成人狀； 

至高上主披肉體，聖道化身尊降卑， 

甘與世人居下地，乃我主以馬內利。 

3. 歡迎天降和平王，歡迎輝煌公義光， 

祂賜世人生命糧，祂消痛苦治創傷； 

謙卑放下天榮尊，降世救人免沉淪， 

要使罪人得重生，蒙恩常與主相親。 

 

副歌：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於新生王。」 

 

 

 

 

 

 

 

 

 

 

 

 

 

 

 



 

 

《普世歡騰》 

 

 

1. 普世歡騰，救主降臨！全地接祂為王； 

萬心為主預備地方，宇宙萬物歌唱， 

宇宙萬物歌唱，宇宙，宇宙萬物歌唱。 

2. 大地歡騰，主治萬方！萬民高聲頌揚； 

田野，江河，平原，山崗，響應歌聲嘹亮， 

響應歌聲嘹亮，響應，響應歌聲嘹亮。 

3. 世上一切罪惡憂傷，從此不再生長； 

普世咒詛變為恩典，主愛澤及四方， 

主愛澤及四方，主愛，主愛澤及四方。 

4. 主以真理，恩治萬方，要在萬國民中， 

彰顯上主公義榮光，主愛奇妙豐盛， 

主愛奇妙豐盛，主愛，主愛奇妙豐盛。 

 

 



 

 

教會詩班獻唱 

 

《齊來崇拜》 
 

1. 齊來，忠信聖徒，大家喜樂盈盈， 
齊來，一齊來，大家上伯利恆； 
來朝見聖嬰，天使君王降生。 

2. 天使詩班歌唱，頌聲喜樂洋洋， 
光明眾天軍，都來高聲頌揚：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真神。」 
3. 我眾虔誠恭賀，救主今日降生， 

榮耀，眾榮耀，全歸於主聖名； 
大哉父真道，在肉身中顯明。 

 
副歌：齊來崇拜我救主，齊來崇拜我救主。 

齊來崇拜我救主，耶穌基督。 
 

Yea, Lord, we greet thee, born this happy morning; 
O Jesus, to thee be all glory given! 
Word of the Father, now in flesh appearing! 

 
Refrain: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聖誕佳音》 

 
1. 天使初報聖誕佳音，先向田野貧苦牧人； 
  牧人正在看守羊群，嚴冬方冷，長夜已深。 
2. 景星引導渡漠越荒，到伯利恆，停留其上； 
  景星照射，光蓋馬房，嬰孩耶穌，馬槽為床。 
3. 我們應當異口同聲，讚美上主創造大能； 
  自無化有，萬物豐盛，藉主寶血，救贖蒼生。 
 
副歌：歡欣，歡欣，歡欣，歡欣，救世君王今日臨塵。 

 
Then let us all with one accord  
Sing praises to our heavenly Lord, 
That hath made heaven and earth of naught,  
And with His blood mankind hat bought. 

 
Refrain: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講題：聖誕節的意義 

經文：路 2：8-14 節(和修版) 

2:8  在伯利恆的野外有牧羊人，夜間值班看守羊群。 

2:9  有主的一個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

們，牧羊人就很懼怕。 

2: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看哪！因為我報給你們

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2: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2:12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給

你們的記號。」 

2:13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2: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

人！」 

 

 

奉獻詩 

《全獻在壇上》 

 

 1. 全獻在壇上，主耶穌，我聽從祢召呼， 

  我知某處主能用我，我要全獻與主。 

 2. 全獻在壇上，主耶穌，惟獨遵主美旨， 

  讓我傳揚美好信息，傳揚主愛仁慈。 

 3. 全獻在壇上，主耶穌，全獻在主足前。 

  甘願忍愛勞苦犧牲，度此短促時年。 

 

副歌：完全為祢，完全為祢，祢曾為我完全捨己； 

   以主美旨作我心志，親愛救主，我活著為祢。 

 



 

 

使命詩 

《願那靈火復興我》 

 

1.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信心何處失落，我願悔改重新再得著。 

在明媚的春光裏，在幸福的生活中， 

我們陶醉，我們歡樂，早把主恩典忘記。 

2.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希望何處失落，我願悔改重新再得著。 

在穩妥的事業裏，在迷人的笑聲中， 

我們遊戲，我們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記。 

3.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愛心何處失落，我願悔改重新再得着。 

在艱苦的歲月裏，在百般的試煉中， 

我們禱告，我們警醒，毋把主恩典忘記。 

4.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信望愛何處失落，我願悔改現在就得着。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本堂曾裔貴於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    

 賜福。 

2. 栽培課程：1.初信成長班(老牧師) 

         2.靈命成長課程(陳創豐弟兄) 

         3.摩西五經(曾敏傳道) 

         4. 重價的救贖恩典(高淑芬傳道) 

  開班日期於 2022 年 1 月 2 日(日)上午 10 時正。報名請向教
會幹事潘潘聯絡。 

3. 經過同工及堂委們一致通過 2022 年題為：「委身奉事」。 

祈望每一位肢體都能實踐明年的年題。 

4.串珠班：開始日期於 1 月 3 日（一）下午 2:15-4:45， 

  有興趣手藝串珠人士歡迎查詢及報名，費用全免。 

5.園藝治療：註冊園藝治療師林細華 Sally 導師舉辦園藝 

治療課程簡介，讓大家體驗植物的聲色香味，觸動感官和心

靈，幫助大家了解自己及周圍世界的一種治療方法。報名請

向教會幹事潘潘聯絡。 

6.鮮花認獻：新一年鮮花認獻歡迎弟兄姊妹於重要/特別的日

子，如生日、受浸、結婚週年等作出鮮花奉獻，認獻表張貼

禮堂壁報板，請在揀選的日子旁寫上名字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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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老耀雄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 

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請為領唱小組禱告，求神記念每一位領唱，讓他們能夠明

白神的心意，並且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事。從揀歌、練歌到

崇拜當日的服事，求神與他們同在，賜他們加倍的能力和

恩典。 

3. 2021 年，教會的年題是「委身事奉」。求神帶領眾同工和

堂委去思考如何把年題轉化成為行動，在全年當中實行出

來。 

4. 求神幫助弟兄姊妹能夠認識自己的恩賜，並且在合適的崗

位上發揮出來，成為教會的祝福。更求神保守弟兄姊妹能

夠謙卑自己，與其他人配搭服事，建立神的家。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堂委及福音粵曲導師鄧秋萍姊妹禱告，求神賜福與她

的家人、兒女、媳婦以及孫兒，大小各人身心靈健康平

安，有從神而來的喜樂。她希望小兒子一家能夠早日洗

禮，信靠主耶穌。求神幫助大兒子的工程一切順利，而姊

妹也能夠將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仰望神的恩典。。 

2. 請為趙姑娘禱告，感恩她的情況有好轉，手腳的行動不

錯。 求神繼續醫治她，讓她身體的行動更有力。求神為趙

姑娘的一家預備合適的工人姐姐。感恩神為趙姑娘預備了

一個新的工人。 

3. 蔡麗朗姊妹剛完成化療，明年三月份會做磁力共振，以評

估 康復進度。求主繼續堅固姊妹的信心，讓她每晚都能夠

安然睡覺，又求主保守她家人的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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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 日，俞仰敏姊妹因為單車的剎車掣出現問題而連人

帶車跌倒在地上，右腳骨折，需要留在家中休養兩個月。

求神大大的醫治姊妹，讓她的腳可以快快的好起來。在生

活上，姊妹需要有一些適應，求神加力量給她，賜下更多

恩典。 

6.求神記念福音粵曲成員陳志慧弟兄的太太林寶蓮姊妹。幾年

前，她腦出血。求神醫治她，讓她可以完全的清醒過來，

自主的呼吸和吞嚥。 

 

III. 錦宣事工 

1. 請為幼兒部禱告，我們正在籌備下年度幼稚園家長學堂，求

主使用及預備家長的心靈。 

2. 感恩我們的兒童可以在崇拜中獻唱，求神幫助他們更深的明

白聖誕節的意義，更愛主耶穌。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12 月 22 日，赤鱲角駿群路發生奪命工傷，兩名男工人在

污水井工作的時候因為吸入沼氣而離世。求神安慰離世者

的家人，帶領他們度過這個憂傷的時期。兩個家庭的生活

大受影響，願意神賜下恩典，讓他們得著生活上一切的供

應。 

2. 有很多香港人因為政治和疫情的原故，對前路失去了盼

望。求神開香港人的眼睛，讓他們看到神是掌管明天的

主，在祂裡面一定有盼望。求神大大的感動香港的眾教會

在這段時間多做福音的工作，叫多人歸向耶穌基督。 



 

 

2021 年度 

11 月份 教會 社區中心 

收入 $109,860.00 $101,960.00 

開支   

人事 $33,737,00 $29,247.00 

導師費  $64,574.60 

租金 $41,500.00  

水電 $6,846.00  

區聯會會費 $8,865,00  

堂慶費用 $40,960.00  

其他 $40,065.00  

結餘 $(62,113.00) $8,138.90 

累計十二月份三週奉獻：$6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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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2/2021（日） 2/1/2022（日） 

主席 鄧秋萍 梁美娟 

講員 曾裔貴牧師 老耀雄牧師 

領唱 陳妙玲 張浩輝 李雲鳳 鄧潤暢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陳根雄 陳根雄 

司事長 廖玉芬 黃裔焜 

司事 1.黃美蓮、2.李淑瓊、3.梁玉珍、4.黃婉玲 1.張潔雲、2.李立申、3.倪曉琳、4.余少群 

接待 廖玉芬 / 

襄禮 / / 

翻譯 梁熙縵 梁熙縵 

音響/影視 梁悅華、彭蕊玲、譚慧玲、楊艷娟 梁悅華、彭蕊玲、譚慧玲、楊艷娟 

祝福 曾裔貴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陳碧彈       倪曉琳   

兒童崇拜 王穎倫 王穎倫/曾敏姑娘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姑娘 

聚會人數 
(人) 

12 月 19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41 / 

主日崇拜 85 12 

週三祈禱會 15 7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210 2,000  常費奉獻 2,310     

1002 1,700  具名奉獻 1,600   

5298 1,000      

654321 1,000       

H19 500    總額 10,110 

洪恩堂 2021 年度財務報告(不包括中心部份) 

月份 收入 開支 

1-9 月份 $1,129,140.00 $1,060,014.00 

10 月份 $228,320.00 $117,810.00 

11 月份 $109,860.00 $171,973.00 

累積 $1,467,320.00 $1,349,797.00 

結餘 $117,523.00 

錦宣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14000 

http://www.graceflowchur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