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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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崇拜  

8 月 14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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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45：1, 3-4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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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獻詩 ---------如鹿渴慕/我四圍盾牌/堅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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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結果子的生命》 
 約翰福音 15：1-8 (和修版) 

 

奉獻 ----------------- 全獻在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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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燃動生命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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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145：1, 3-4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這一代要對那一

代頌讚你的作為，他們要傳揚你的大能。 

 

 

敬拜讚美  

 
《祢的信實廣大》 

 

1.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 

在祢永遠沒有轉動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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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説天父豐盛，信實，慈愛。 

3. 祢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 

祢常與我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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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 

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祢恩手豐富預備， 

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寶貴十架》 

 

1. (男)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女)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2. (女)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男)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副歌：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除祢以外》 

 

大地頌讚歡唱，讚美祢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族萬國高唱，讚美祢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祢超過諸天。 

除祢以外，找不到尊貴像祢， 

除祢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祢以外，並沒有，沒有別名，可以配受權柄， 

讚美以及崇敬，聖潔、國度、榮耀全屬祢。 



 

 

詩班獻詩 

 

《如鹿渴慕/我四圍盾牌/堅固保障》 

 

如同鹿切切渴慕溪水，我靈亦渴慕追求你。 

唯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望來敬拜祢。 

祢是我的盾牌力量，我身心靈唯降服於祢。 

唯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望來敬拜祢。 

 

親愛主，是我四圍盾牌，是我榮耀， 

祢使我昂然抬頭。 

親愛主，是我四圍盾牌，是我榮耀， 

祢使我昂然抬頭。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祢使我昂然抬頭。 

 

上主是我堅固保障，莊嚴雄峻永堅強， 

上主使我安穩前航助我乘風破駭浪。 

 

親戚貨財可捨，渺小浮生可喪， 

人或殘殺我身， 

主道依然興旺，上主國度永久長！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祢使我昂然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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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結果子的生命 

經文：約翰福音 15：1-8 (和修版)  

15:1  「我就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15: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掉；凡結果子的，他就修

剪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15: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潔淨了。 

15:4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

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

這樣。 



 

 

15:5  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

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

麼。 

15:6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被丟在外面，枯乾了，人撿

起來，扔進火裏燒了。 

15:7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想要

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全。 

15: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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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曾敏姑娘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賜福。 

2.有機農莊「半年有機耕種」計劃，現招募六組參與者，教授

種植生菜及蘿蔔， 9 月 7 日開始，逢星期二及星期六，    

上午 10:30-12:00 出席，出席滿 80%可豁免 300 元費用。 

3. 教會於 9 月 6 日、下午 2 點半，舉辦冰皮月餅工作坊，費

用：每人 20 元，名額 20 人，報名及繳費，請與潘潘聯

絡。 

4. 教會於 9 月 7、14、21、28 日，上午 10:00-12:00，舉辦

「泰美食」活動。參加者需要帶同一名新朋友方可參加，   

現招募八對參與者，每對費用：400 元，不設退款，詳情請

與黃華娟姊妹，或潘潘報名。 

5.招募：兒童團契，開辦日期：9 月 3 日，對象：升小二至小

六，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2：30 至 4：00。 

6. 籌款活動：新界西院牧事工「疫情顯主愛，同行證主恩」

2022 年步行籌款懇請肢體參與。 

7. 追思禮拜：梁金豐母親、梁余梅娟姊妹追思禮拜將於

14/8(日)，下午 2:00 在錦繡堂禮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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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黎光偉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

恩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求主帶領教會兒童部的發展和服侍，讓我們的子弟能在

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並藉著聖靈的幫助活

出充滿愛的生活。 

3. 9 月 3 日開始，實習福學生彭秀芹導師於星期六及日回

洪恩事奉，負責兒童事工，求主保守她和教會的同工以

弟兄姊妹有美好的配搭，既能夠發揮恩賜，也能夠有新

的學習和體驗。 

4. 洪水橋有很多街坊未信主，求主帶領我們去到他們當

中，關懷他們以及向他們傳福音。願意主天天將得救的

人數加添給我們。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社區中心同工洪仁仁女士禱告，仁仁的女兒 9 月入讀

中一，求主保守她中學生活平安愉快，能夠認識到人生知

己。求主眷顧仁仁一家，讓他們在生活和物質上得到滿

足，也保守他們一家平安，丈夫能夠找到工作目標，步步

進升。 

 

III. 錦宣事工 

1. 請為青年部禱告，感恩一群青年人完成了中學階段。陳    

綽希、符希婷、賴穎欣、馮以加、張天樂以及羅珮珈將於

18/8 A-level 放榜。請為他們升讀大學或者專上學院祈禱。 

2.在不同的事情上，求主都開青年人的眼睛，讓他們曉得前

途掌握在神的手裡，神一定會帶領他們走人生的路。 

VI.   宣教 

1. 請為柬埔寨信徒宣教同工陳啟成、周小嫻夫婦願主親自保
守弟兄姐妹在疫情後重建的教會生活和渴慕主話語的心。
為建築工程的施工安全、團隊協調和進度，以及財政的需
要禱告。 



 

 

作者︰姚碧霞                                

                       「同理心」的話語 

    有一次，我坐在任心理輔導陳老○1 的車上，途中，陳老切線

到鄰線，在一個燈位停下。忽然聽到後面發出如春雷般的吼

聲，我好奇地搖下車窗查看，在陳老座駕的後面，有個粗獷健

碩的男子從車廂探出了大半個身子，大聲地喝罵陳老︰「你怎

摣車的？我差點被你這個害到撞車呀！Xyz……」陳老立即

舉起單手敬禮，表示道歉。 

    就在這個時候，那個男子竟出現在陳老的車窗外，他激動地

猛力拍打車窗的玻璃。陳老只好把車窗搖下，男子繼續怒氣衝

天地吆喝怒駡︰「xyz，你知不知道我一家大細都在車裡面

呀！」 

    陳老立刻再次舉手敬禮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明白您

的感受，您一定很生氣了，實在對不起！」那個男子聽完後，

他的青筋漸漸隱褪了，我再補了一句︰「真的很危險啊！您發

火是有道理的。對不起！」這時，那個男子的怒氣也盡去了，

聲音放緩放輕地說︰「就系咯！真系好危險呀！」接著便平靜

地返回自己的車廂。一場劍拔弩張的暴風雨，憑著幾句認同他

怒氣的話給擺平了。 

  《論語》子路曾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

說話就是一種武器，可以殺人於無形。曾有兩姐弟鬧上警察

局，姐姐控告弟弟持刀威脅她；弟弟反辯姐姐從小到大都打

罵、侮辱他。事發那天姐姐的嘴像把利刃，出言不遜、不停地

侮辱弟弟，弟弟當時氣瘋了，失去理智地跑去廚房，拿了一把

刀來嚇唬姐姐。表面上看來弟弟理虧，但姐姐那把利嘴也同樣

具殺傷力。 



 

 

    說話是一門藝術，《聖經》（箴 25:11）「一句話說得合宜，

就如一個金蘋果跌入一個銀網子裡。」這是一個何等精緻！何

等唯美的藝術品啊！如果我們對說話的藝術下點工夫，留意對

方的感受，多點「同理心」，我們的人際關係也一定是良好

的。 

    先母雖然目不識丁，教導我的話卻很有道理，她曾說︰「會

說話的說成一朵花；不會說的愛人變寃家。」其實說話的藝術

不但要講究修辭，也要講求「同理心」，好像陳老那樣，他掌

握對方的心理狀態，以「同理心」的話語對應，於是就大事化

小、小事化無了。 

    除此，我們也要隨時隨地多說造就人的話，學習多從對方的

處境及感受著想，這與《聖經》的話語「與喜樂的人同喜；與

哀傷的人同哭。」不謀而合，只要我們存著謙卑的心、說話要

謹慎，以愛心相待，就能化干戈為玉帛；而借著操練，慢慢

地，我們就會擁有「同理心」的能力了。 

 

注釋︰ 

○1 陳老︰姓氏後面加個「老」字是對老人的尊稱。在稱呼上，

中國人對長者常常在姓氏後面加一個「老」字，如張

老、李老，以示尊重。同時也是對同行裡年紀較大、

資格較老、經驗較豐富的人之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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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八月份第一週奉獻：$2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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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022（日） 21/8/2022（日） 

主席 劉世雄 馮靜雯 

講員 曾敏傳道 黎光偉牧師 

領唱 陳妙玲 鄧潤暢 張元嘉 楊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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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曉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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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美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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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潤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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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慧玲 陳碧彈 

當值堂委 梁蕙清 梁蕙清 

兒童崇拜 王穎倫 潘玉蘭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 

聚會人數 
(人) 

8 月 7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33 / 

主日崇拜       88        17 

一週祈禱會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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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7 日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819 1,000  778989 950  PF007 2,200  

0225 2,000  AMY494 500  W.SP0101 1,000  

6033 500  C2209 2,300  YPHCCF 4,700  

6125 3,000  E4S4 3,000  具名奉獻 1,500  

707070 200  Li7777 500  常費奉獻 1,380  

      總額 2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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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