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 ： 委身事奉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 十二 ：1）

聖餐主日崇拜 

3 月 13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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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05：1-4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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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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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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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 靠近十架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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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主賜你們平安》 
 約翰福音 14：27 (和修版) 

 

報告 -------------------------------------------- 眾坐 

牧禱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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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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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詩 ------------ Hi-Ne-Ni 看!我在此!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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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105：1-4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要

向他唱詩，向他歌頌，述說他一切奇妙的作為！要誇耀他的聖

名！願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歡喜！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能力，

時常尋求他的面。 

 

 

敬拜讚美  
《來！高聲唱》 

來！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尊崇大君王。 

來！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尊崇大君王。 

惟有祂配得讚美，因祂是主。昔在、今在、快來君王。 

萬膝要跪拜，萬口要承認： 

祂是主耶穌，祂是主耶穌，祂是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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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差遣我》 

 

1. 感慨！造物與尊貴，褪色、墮落、變更； 

百載磨練、律法指引，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掛十架成贖祭，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誰可替我預告？ 

2. 驚歎！叛罪與歪理，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已近，世代快成絕韻，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誰可替我做到？ 

 

副歌：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祢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歸向，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請差遣我。 

 



 

 

聖餐詩 

《靠近十架》 

 

1. 求主使我近十架，因有寶貴泉源， 

醫治活水免代價，由各各他流下。 

2. 我戰兢靠近十架，蒙主慈愛恩待， 

那裡有明亮晨星，榮光四面照來。 

3. 求主使我近十架，思念昔日情景， 

在主十架蔭庇下，日日奔走天程。 

4. 儆醒等候十架前，信心盼望日堅， 

直到渡過死之河，安抵黃金美岸。 

 

副歌：十字架，十字架，永遠是我榮耀， 

   直到我歡聚天家，仍誇主十字架。 

 

講題：願主賜你們平安 

經文：約翰福音 14：27 (和修版)  

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

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

怯。 

 

使命詩 

《Hi-Ne-Ni 看!我在此!》 

神呀！君尊的主呀！ 

祈求你引領我放下心裡最愛所誇。 

神呀！聖潔的主呀！ 

祈求你將心中偶像全部拆下。 



 

 

直到甘心委身於敬拜將己獻奉， 

無怨與悔也沒回望， 

直到謙卑將身心作祭，握緊使命， 

無怨與悔，看！我在此！ 

Hi Ne Ni！Hi Ne Ni！燒我，派我，看！我在此！ 

Hi Ne Ni！Hi Ne Ni！替主燃燒，Hi Ne Ni! 

為世間中得不到安慰與失喪眾人， 

憑著你照遍每暗角，我在此！ 

求主差遣，Hi Ne Ni！替主燃燒，Hi Ne Ni！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本堂曾敏傳道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賜福。  

2. 網上主日學：曾敏傳道於 3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11：00 

  至 12：00 教使徒行傳報名請向教會幹事潘潘聯絡。 

3. 免費講座：【醫生，唔食藥得唔得】講員：黃昌滿弟兄 

    (註冊藥劑師 )日期：2022 年 3 月 27 日，時間：下午 2:30- 

    4:00 （ZOOM 網上同步進行），報名請向教會幹事潘潘聯 

 絡或網上報名。 

4. 鑑於疫情嚴峻及特區政府公佈之防疫指引，本堂暫停所有實 

 體聚會，均改以網上及錄影進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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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何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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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團契部禱告，由於疫情的原故，所有實體聚會暫

停，求神幫助我們能夠用 Zoom 去進行團契聚會，藉著

網上平台延續牧養的工作以及弟兄姊妹相交的生活。 

3. 疫情下，我們和新福事工的合作並沒有停止。我們用

Zoom 的方式恢復星期六的結他班以及手工藝班，又用

Zoom 進行婦女英語班。藉著這些活動，求神幫助我們

分別和青少年、兒童以及婦女建立美好的關係，為福音

鋪路。 

4. 疫情嚴峻，確診數字以萬計。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常常讀

經，祈禱，親近主，從神得著力量面對現在的處境，心

中充滿平安。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教會幹事潘惠敏姊妹禱告，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姊妹

家中有兩寶。大寶不聽話，喜歡每天外出去買菜，二寶服

藥意識不足，讓人擔心。如果有一天他們真的患上了新冠

肺炎，求主保守各人心中有平安，就足夠了。另外，姊妹

丈夫的教會有長者患上新冠肺炎後離世，他正和家人籌備

喪禮，求主賜各人平安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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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求主

醫治趙姑娘的媽媽，因為她初步證實有腦退化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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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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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鄧秋明姊妹禱告，感恩姊妹仍然有能力工作和賺取

金錢，求神保守姊妹工作順利，常常經歷到主的恩典。

也求神醫治姊妹的身體，減輕她各方面的不適，讓她繼

續有能力面對生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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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兒童部禱告，孩子們需要長期留在家中上網課，求

主保守他們身心靈健康。 

2. 求主記念每一個家庭，讓家長和孩子培養美好的親子關

係，家長可以教導孩子如何訂立固定的作息時間表，愛

惜光陰。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俄羅斯已經入侵烏克蘭超過了十天的時間，有更多的人

命損傷。求神彰顯大能，叫這場戰爭快快的結束，烏

克蘭人民可以重新過和平的生活。 

    2﹒ 在嚴峻的疫情中，求神感動更多香港人願意開放自己的

心靈去接觸福音，相信耶穌基督 



 

 

 

2022 年度 

2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116,500.00 39,159.50 

開支   

人事 30,737.00 28,741.00 

導師費  25,241.10 

租金 52,500.00  

水電 4,362.00  

區聯會會費 2,624.80  

勞工保險 9,271.00  

其他 11,345.00  

結餘 5,660.20 (14,804.90) 

 

累計三月份第一週奉獻：$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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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022（日） 20/3/2022(日) 

主席 鄧潤暢 劉世雄 

講員 曾敏傳道 何智雄牧師 

領唱 張浩輝 梁悅華 曾敏傳道 鄧潤暢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 / 

司事長 / / 

司事 潘潘 潘潘 

襄禮 / / 

翻譯 / / 

音響/影視 梁悅華 梁悅華 

祝福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潘潘 潘潘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姑娘 

洪恩堂 2022 年度財務報告(不包括中心部份) 

月份 收入 開支 

1 月份 69,120.00 139,905.00 

2 月份 116,500.00 110,839.80 

累積     185,620.00 250,744.80 

結餘 (65,124.8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24000 

聚會人數 
(人) 

3 月 6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 / 

主日崇拜 4 45 

週三祈禱會 / 24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T913 12,000       

具名奉獻 7,500      

       

    總額 19,500  

http://www.graceflowchur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