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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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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7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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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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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 

《詩》98：1-2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 

聖臂施行救恩。耶和華顯明了他的救恩，在列國眼前顯出公義 

 

 

敬拜讚美  

 

《聖潔的祢》 

 

尊貴、榮耀、美麗，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 

萬世救主，永在全能，至高的讚美歸祢！ 

 

一切向主屈膝，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裏， 

被殺救主，當得讚美，願國度權能屬祢！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 

百姓都因祢歡喜，我讚頌祢！ 

我獻上頌讚到祢座前，崇拜君尊救主！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 

百姓都因祢歡喜，我讚頌祢！敬拜屬祢！ 

 



 

 

《每天每刻獻上為祢》 
 

神，祢聖潔，當得尊貴， 

內心歡呼拍掌，今我全屬祢，我的主。 

 

神，祢帶領，恩典經過， 

內心感恩喝采，今獻上為祢，屬於主。 

 

我要每天每刻都讚頌祢是神，祢施恩典， 

祢手相牽，令我滿有信心， 

我要每天每刻都讚頌祢是神， 

獻出一生交於主祢手中。 

 

 

《全地至高是我主》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 

投入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歌聲， 

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榮光普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 

並賜下寬容饒恕。 
 
 



 

 

講題：世界的終局 

經文：啟示錄 4：1-11、20：11-15 (和修版) 

4:1  這些事以後，我觀看，看見天上有一道門開著。我頭一

次聽見的那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這裏來，我

要把此後必須發生的事指示你。」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

坐在寶座上。 

4:3  那坐著的，看來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彩虹圍著寶

座，光彩好像綠寶石。 

4: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上面坐著二十四位長

老，身穿白衣，頭上戴著金冠冕。 

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在寶座前點著七支

火炬，就是神的七靈。 

4:6  寶座前有一個如同水晶的玻璃海。寶座的周圍，四邊有

四個活物，遍體前後都長滿了眼睛。 

4: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的臉像人

臉，第四個像飛鷹。 

4:8  四個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長滿了眼睛。他們

晝夜不住地說：「聖哉！聖哉！聖哉！主—全能的神；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4: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

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4:10  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的那

一位，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配得榮耀、尊貴、權柄，因

為你創造了萬物，萬物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存在。」 



 

 

20: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天和地都

從他面前逃避，再也找不到它們的位置了。 

20: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都

展開了，並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

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20: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

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20: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進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20:15  凡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就被扔進火湖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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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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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動生命》 
 

1. 靜靜驀然回首，昨天喜與愁； 

曾遇狂風激流，挫敗時候。 

念記是誰留守，成良牧恩友， 

燃亮漆黑變白晝。 

 

2. 歌聲共鳴迴響，要把光發揚； 

蒙召奏出音符，獻在壇上。 

奉你旨意同心，抬頭共高唱， 

朝著主牽引路向。 

 

副歌：主恩壯闊浩瀚，高山低谷那懼去闖； 

繼續成長，憑信望愛堅定膽壯。 

聽凱歌從天降，在我心燃動熾熱盼望； 

沿路有你護航，向標竿奔往！ 

（榮耀聖潔國度，我一心嚮往！） 

 

 

 

 



 

 

家務報告 

1.致謝講員：感謝老耀雄牧師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賜福。 

2. 實習神學生：歡迎實習神學生彭秀芹姑娘蒞臨本堂服侍，從

9 月份逢週六、日，她都會在洪恩家牧職實習，與我們一起

參與敬拜、服侍。 

3. 崇拜主席訓練：教會在 8 月 14 日舉辦崇拜主席訓練，時

間：14：30 至 16：30。歡迎會眾參加，可向教會幹事潘潘

查詢及報名。 

4. 機耕種活動：有機農莊「半年有機耕種」計劃。公開招募六

個參與者，計劃為期半年，教授種植生菜及蘿蔔，費用：

300 元，半年期間，參加者需每週出席兩次(逢二及六，上

午 10:30-12:00)，出席滿 80%，可退回所有費用。參加者可

獲 1/3 的收成。活動於 9 月份開始進行。 

5.安息主懷：陳碧彈母親【何麗珍姊妹】在 7 月 23 日安息主

懷， 其安息禮拜謹定於 8 月 13 日(禮拜六) 下午一時在九龍

殯儀館三樓 305 聖光堂舉行，禮儀後，將隨即到沙田富山火

葬場進行火化禮。主禮教會 : 宣道會錦繡堂。請記念陳何麗

珍姊妹安息禮拜當日天氣，讓一切禮儀順暢。 

6. 培靈研經大會期間，教會開放以下兩段時間，讓會友回來觀

看。8 月 2-5、9-10 日(星期二至五)，上午 11:00，地點：

203 室。8 月 3 及 10 日(星期三)，晚上 7:30。歡迎會眾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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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曾敏傳道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

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請為本地跨文化事工禱告，有四位泰語姊妹將會轉會，
正式加入洪恩堂這個大家庭。求主記念這四位姊妹的屬
靈生命，讓她們更渴慕親近神。轉會後，求主感動四位
姊妹更願意委身在服事中，與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建立神
的家。 

3. 9 月 4 日崇拜有泰語肢體獻唱，求主記念，讓肢體們有
充足的時間練歌，可以在崇拜當中將最好的獻上。當日
還有高淑芬傳道分享見證。求主使用她的見證去榮耀主
的名，讓更多人渴慕去認識和經歷神。 

4. 社區中心仍然在聘請兼職同工，求主為我們預備合適的   
人選。更求主記念目前的同工團隊，讓她們在工作上力
上加力，恩上加恩。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教會同工曾敏傳道禱告，求主幫助她，讓她在與主關
係、講道、教導、牧養以及策劃上都可以不斷的進步，成
為主所喜悅的僕人。 

 

III. 錦宣事工 

1.請為少年部禱告，求主保守即將放暑假的中學生能夠善用
假期，又帶領今年 DSE 考生的前路。 

2.求主重建少年人敬畏和渴慕神的心。 

VI.   宣教 

1. 請為柬埔寨專職宣教士黃俊雄、黃揚恩夫婦於金邊堂最近
多了少年人來學習樂器及參與青年團契，但相距年齡甚
遠，求主賜下智慧及導師在當中牧養。 



 

 

見證分享︰楊桂芬姊妹 

我未出世，禰已揀選了我 

出生與童年 
我深信我的出生，是  神所揀選的，當年我的媽媽曾千方百計

想把我打掉也不行。因此我出生後身體很弱，醫生也曾說我是養
不大的，但爸爸不願放棄我，傾全力找醫生醫治我。 

主的恩典臨到我家，爸爸的生意越來越好，有能力讓我看私
家醫生，讀小四時我已很獨立，我經常放學後自己到診所打補
針。感恩我的人生上半場是喜多過哀的。 
 
信主經過 

我的母親非常重男輕女，她每日忙於做生意，無暇照顧我，
我幾乎就在外婆家長大。我的小舅父是位基督徒，也是一位律
師。他對我的影響是極大的，小舅父為人温順謙卑，常活出基督
徒樣式，還領我返教會上主日學，認識  主耶穌。小小年紀，我已
會背聖經金句了。及至中學階段便開始在教會侍奉，到了十八歲
就受洗加入教會。我大部份時間都在教會中度過，專心聽道，參
加詩班，為青年人預備膳食，跟從聖經的教導過每一日。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屬靈的女孩。當然也會偶然任意妄為、偏行己路，但
每每都會受到  主的管教，我經常感應到  主在靈裏對我說話。 

 
職場生涯 

初出道時，因讀書不多，我不知道自己的路向，便求  上帝指
引，當時也曾從事過很多工作，如股票行文員、工廠工作。其
中，我最喜歡的工作是幼稚園導師，無奈剛入職的幼稚園，開學
後便辭退很多導師，我也是其中一名，但我深慶得到家長們的擁
戴，校方礙於家長的壓力，於是把我調去當保母車「跟車助理」，
因為我喜愛小孩，為了仍可接觸小朋友，我也不介意地接受了。 

不久，感謝  神給予我機會，我又再次覓得一屋邨的基督教幼
稚園教席，我在此校任教了七年。後來遇上教育署改制，幼師的
資歷，要從中三的學歷上調至中學畢業，當時我有點擔憂，害怕
失去教席，幸而得到校長的關愛，在她的鼓勵下，我遞表格到教
署申請註冊，但校監卻是市儈商人，他向我澆冷水地說︰「妳中



 

 

學都沒畢業，怎可能註冊？」最後我竟獲得了教署批發的幼師註
冊證，這實在是  神莫大的恩典。不但如此，我更在此校的附屬補
習社兼任管理職務，從開始一位學生增長至四十五位。附近的小
學校長及老師們，也樂意推薦學生前來補習。這些能力都是  神賦
予的！ 

 
婚姻生活 

前夫的背叛，婚姻的失敗，是我一生最大的打擊！夫家是一
戶傳統家庭，結婚前我曾與前夫聲明，我不會上香、拜祖先，以
後有兒女，我還要帶他們返教會。我們結婚的前三年，關係仍是
好的，前夫甚至聽從我的勸導戒了煙。後來我生了兩個兒子，但
我錯在沒有帶領前夫返教會，認識真理。 

二十年前，前夫在國內開廠，最初只是一間「蚊型」工場，
僅三名工人，當我嫁了他後，竟擴展至二百餘人。當時我們很富
有，但我並不引以為傲。 

每週，他回港一次，後來我發現他另結新歡並且還育有孩
子。起初他想盡享齊人之福，不想離婚，教會弟兄叫他作出抉
擇，他竟說兩個女人他都想要。最後我們還是正式離婚了。人生
遭逢苦難，我更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躁狂症，我甚至自殘、自
殺，情緒達至崩潰邊緣。幸得一位醫生天使的治療及替我申請
「傷殘津貼」，使我生活得到保障；亦得到教會姊妹的扶持，靠着  
主耶穌，我能夠重新站立起來，真是要滿心感謝  天父。 
 
教養兒子 

兒子們懂行走時，我就帶他們到錦繡教會去認識真理。我這
兩個兒子都是「極品」，在錦繡社區甚是出名！暑假時，教會舉辦
兒童暑期聖經班，當時，由一位任校長的教友主領，在一次會談
時，對方提出如果我兩個兒子要參加暑期聖經班，就必須要我擔
任該班的導師。當被這樣的要求時，我甚是難堪、難過！眾所週
知，每年的暑期聖經班，我都擔任導師。我對兩個兒子，不是放
任不管的，小兒仔患有「過度活躍症」，經常收到學校的投訴電
話，我長年獨自擔當起教導他的責任，壓力非常大，當時我忍不
住衝出教會哭泣。幸運地，  神差遣了一位天使幫助我，教會一位
姊妹在沙頭角一間小學任校長，她願意收留小兒子入讀並耐心地



 

 

教導，這時我才可以歇息一下，甚至可以騰出時間幫助兄嫂，替
他們照顧剛出世的女兒。 

 

保安員工作 
因為教育署改制，令我不能繼續教書，但是不打緊，  神一定

會為我另開一條路。現在我投身保安行業，在不同地點工作，體
驗各式制度規則，基於我是位基督徒，我要持守  主的教導，故不
易被世道同化。雖然現在的工種與以前的大相逕庭，但我感恩  神
帶領我在不同的領域見證祂。在職場，我心裏常想傳揚主道，工
作上的各種領受與體會，我都願意向新入職的同事傾囊相授及多
加提點，故此，大家都很喜歡我。我坦承是一位基督徒，我的  天
父會看顧我，把最好的賜給我；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信  主，也
會得到這份福氣。 

有一次，同事問我，為何會這樣喜樂？我回答說：「我是位基
督徒，心裏充滿平安，故能常常喜樂。」我認為上班不是去挨
苦，而是要敬業樂業。當我對人說自己是基督徒時，我的言行必
需符合聖徒的榜樣。 
 
跟隨主的教導 

我一生都跟隨聖經的教導，年青時，我最喜愛《箴言》，尤其
是這一句，「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箴言
25:11）所以我的話語不多，我怕言多必失，必須慎言！聖經多處
經文教導人不要說謊言，要坦誠相待。因此我教導兒子也不要與
謊言週旋。人生幾經波折，我看見姊妹們為  主作見證，也激勵了
我，我也希望能為  主作見證，雖然人生的道路不是「花香常
漫」，但順服  主的帶領，就一定能平安、喜樂。 

                                  筆錄︰楊豔娟姊妹       編輯︰姚碧霞姊妹 

 

 

 

 

 



 

 

 

2022 年度 

7 月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139,680.00 110,374.00 

開支   

人事 35,157.00 31,766.00 

導師費  68,758.00 

租金 42,500.00  

電費及電話費 9,982.00  

本地跨文化   7,800.00  

安裝冷氣 5,200.00  

會計系統 3,402.00  

其他 18,525.00  

盈虧： 17,114.00 9,850.00 

 

 

 

累計七月份第五週奉獻：$13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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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graceflowc 方 hurch       網頁：www.graceflowchurch.com 

 7/8/2022（日） 14/8/2022（日） 

主席 梁晚珠 劉世雄 

講員 老耀雄牧師 曾敏傳道 

領唱 張浩輝 潘玉蘭 陳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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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玉芬 

司事 1.黃婉玲、2.余群玉、3.潘美雲、4.余少群 1.黃婉玲、2.倪曉琳、3.潘美雲、4.余少群 

襄禮 / 梁美絹、張麗嬌、鄧秋萍、梁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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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馮靜雯 譚慧玲 

當值堂委 梁蕙清 梁蕙清 

兒童崇拜 潘潘 王穎倫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 

聚會人數 
(人) 

7 月 31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21 / 

主日崇拜     87     11 

一週祈禱會 / 30 

洪恩堂 2022 年度財務報告(不包括中心部份) 

月份 收入 開支 

上半年 832,761.00 666,715.00 

七月份 139,680.00     122,566.00 

累積 972,441.00     789,281.00 

結餘 183,160.0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24000 

洪恩堂 7 月 31 日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123 200  933616 100  MG68 500  

1002 1,700  949597 5,000  PYL 2,000  

2311 100  CY83 1,400  具名奉獻 19,550  

5410 4,700  GIOGIU 500  愛協團契 200  

6540 1,000  K219 5,000  常費奉獻 1,490  

7652 2,000  Li7777 3,500  總額 4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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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