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 ： 委身事奉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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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5 月 22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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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38：1-2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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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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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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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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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馬太福音 7：21-23 (和修版) 

 

奉獻 ------------------- 都歸耶穌 ------------------           

(奉獻金錢乃基督徒本份，未信者可自由參與)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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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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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讚獨一神》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天上、地下、海中萬物，頌主高名； 

聖善、恩慈、誠實，自古永無更改， 

獨一的真神，應當受讚美。 

2. 聖哉，聖哉，聖哉，群聖皆跪拜！ 

各以華麗冠冕，捧在寶座面前； 

權柄、尊貴、榮耀，都歸被殺羔羊， 

昔在而今在，永在萬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鴻恩遍宇內！ 

蒙贖信徒，得瞻救主威赫榮光； 

公義、真理、審判，誰與聖靈堪比？ 

智、仁、勇全備，大哉，保惠師！ 

 



 

 

《因主的名》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和平之君得勝者。 

地上古今的君王，也折服於祢面前。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全能之主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令我滿心溫暖。 

全因主的聖名，勞苦可得安靜， 

行走於孤單困惑裡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愁心可得歡樂， 

祈禱的必得勝，我以性命來做證。 

 

 

《主給我子女名份》 

 

1. 耶和華是創造天與海，迄立到萬世代， 

耶和華是我王不變改，早晚顧念同在。 

罪裏捆綁可得釋放，痛悔有依傍， 

冤屈可得伸訴，眼目明亮見曙光。 

2. 耶和華是創造天與海，迄立到萬世代， 

耶和華是我王不變改，早晚顧念同在。 

遇上禍患可得拯救，欠缺可得眷佑， 

孤寡可得安慰，破蹩提步遠處走。 

 

副歌：哈利路亞！我稱頌，你愛我比海深。 

    哈利路亞！讚基督救恩，主給我子女名份。 

（哈利路亞！讚基督救恩，主給我榮耀救恩。） 



 

 

 

講題：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經文：馬太福音 7：21-23 (和修版)   

7:21  「不是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天國；

惟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7:22  在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

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

嗎？』 

7:23  我要向他們宣告：『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

的人，給我走開！』」 

 

 

 

奉獻詩 

《都歸耶穌》 

1. 都歸耶穌，都歸耶穌，我願全身都歸主， 

  願我言語，行為，意念，終生歲月都歸主。 

2. 願我雙手為主作工，願我雙足跟主行， 

  願我雙目只見耶穌，願我口舌頌主名。 

3. 自我眼睛認定耶穌，世界一切已無睹， 

  仰望懸掛十架恩主，祂已充滿我眼目。 

4. 何等超奇，何等奧妙，榮耀主萬王之王， 

  我竟蒙祂憐憫寵愛，在祂翼下享平康。 

 

副歌︰都歸耶穌，都歸耶穌，都歸耶穌我救主， 

都歸耶穌，都歸耶穌，都歸耶穌我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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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曾敏傳道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賜福。  

2. 奉獻收據：2021/22 年度奉獻收據開始派發，敬請弟兄姊妹

可於崇拜後向潘潘領取。 

3. 端午節包糭活動：教會於端午節前，舉辦包鹹肉糭活動，於

6 月 1 日、下午 2 點，費用每人 20 元，人數 20 人，還有少

量名額，報名及繳費，請與潘潘聯絡。 

4.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認識及使用西藥】講員：黃昌滿弟兄

(註冊藥劑師 )日期：2022 年 7 月 19 日，時間：上午 10:00-

12:00， 在洪恩堂開班。全期十堂，費用 350 元，報名及查

詢請向中心職員仁仁聯絡，電話：2617 5881 

5. 雲彩集：感謝楊艷娟姊妹，願意為肢體撰寫生命見證，肢體

以口述方式，楊姊妹筆錄，並結集成「雲彩集」，每季在程

序表刋登，讓生命影響生命，讓多人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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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楊穎兒傳道所宣講的信息，讓洪

恩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請為青少年事工禱告，教會與新福事工合辦的結他班主

要是服事一群中一到中三的學生，現在已經進入第六個

月的時間。求神賜下智慧，讓我們曉得如何向這些學生

傳福音，把他們帶到教會當中。 



 

 

3. 求神賜弟兄姊妹渴慕神話語的心，願意常常讀聖經、靈

修、上主日學和專心聴道。求神藉著祂的話語去牧養弟

兄姊妹，讓他們更認識神和自己，離開罪惡，走在主所

喜悅的道路上。 

4. 讚美操已經重開，求神帶領更多婦女來參加這項活動，

藉著跳讚美操和聽詩歌，得著身心靈的健康。更求神賜

我們聰明智慧向未信主的成員傳福音，帶領她們歸向耶

穌基督。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堂委(司庫)王穎倫弟兄禱告，求主賜福與弟兄的家人，

讓他們早日信主。又求天父保守弟兄的公公郭根弟兄在老

人院生活愉快。 

 

III.錦宣事工 

1. 請為聖樂部禱告，求主賜福教會，特別是聖樂事奉者，

讓他們能夠以靈和誠敬拜讚美三一真神。 

2. 求主興起有音樂恩賜的肢體，把他們從主得到的恩典，

獻呈為主所用。 

VI.  宣教 

1.  為泰國職宣教士李瑞麟、陳家恩夫婦今年 8 月會與家姐

一起上學，唯早前他讀 K1 的學校已結業，感恩很快已

幫他找到一間暫讀 4 個月的學校，求主幫助他的適應；

今次家恩懷孕過程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情緒起伏較

大及有壓力，希望不會影響細 B 仔在母腹中成長，讓

BB 按時出世。 



 

 

 

 

2022 年度 

4 月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130,410.00 13,626.00 

開支   

人事 30,737.00 28,741.00 

導師費  8,731.20 

租金 42,500.00  

電費及電話費 4,357.00  

會計系統  6,753.00  

其他 5,693.00  

盈虧： 40,327.00 (23,846.20) 

 

 

累計五月份三週奉獻：2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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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022（日） 29/5/2022（日） 

主席 鄧秋萍 黃美連 

講員 曾敏傳道 楊穎兒傳道 

領唱 陳妙玲 張浩輝 張元嘉 鄧潤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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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張潔雲、2.張瑞琼、3.倪曉琳、4.余少群 1.張潔雲、2.李立申、3.倪曉琳、4.余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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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馮靜雯 陳碧彈 

當值堂委 張麗嬌 張麗嬌 

兒童崇拜 李立申 潘潘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 

聚會人數 
(人) 

5 月 15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46 11 

主日崇拜 71 15 

週三祈禱會 / 14 

洪恩堂 2022 年度財務報告(不包括中心部份) 

月份 收入 開支 

第一季 504,921.00 355,893.00 

4 月份 130,410.00 90,083.00 

累積 635,331.00 445,976.00 

結餘 189,355.0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24000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828 100  6033 500  U5 5,000  
1002 600  6125 2,500  具名奉獻 1,000  

01122 8,000  12345 1,100  常費奉獻 1,160  

1437 1,000  C2209 2,000     

2502 500  E4S4 3,000  總額 26,460 

mailto:info@graceflowchurch.com
http://www.graceflowchur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