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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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4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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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34：3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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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語團契獻詩 ------明天--------------------------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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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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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分享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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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的看見》 
 約翰福音 9:1-7、13-17、30-41 (和修版) 

 

奉獻 ----------------- 萬福源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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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奔行天路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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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34：3 

 

 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讓我們一同高舉他的名。 

 

 

 

敬拜讚美  

 

《天地讚美》 

 

地與海奏出歌韻，磐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頌，雲霧同頌吹送，全地奏響聲勢無比。 

頌讚聲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事奉，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讓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讓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 

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 

 

 



 

 

《主是磐石》 

 

1. 主是磐石容我藏躲，暴風雨中之避難所； 

災禍來臨我得穩妥，暴風雨中之避難所。 

 

2. 日間遮蔭，夜間保護，暴風雨中之避難所； 

無事可驚，無敵可怖，暴風雨中之避難所。 

 

3. 驚濤駭浪雖環繞我，暴風雨中之避難所； 

我永不離這安穩所，暴風雨中之避難所。 

 

4. 神聖磐石容我藏身，暴風雨中之避難所； 

時刻扶助，永遠親近，暴風雨中之避難所。 

 

副歌：主耶穌是磐石，我的避難所，如沙漠地，有蔭涼所； 

  主耶穌是磐石，我的避難所，暴風雨中之避難所。 

 

 

《頌讚祢 HALLELUJAH》 

 

感激基督帶領，恩典賜予我未停， 

日日服事主我心歡喜， 

讓讚美聲跨千里，要唱唱唱莫停，Hallelujah！ 

 

頌讚你 Hallelujah，稱讚你 Hallelujah，Hallelujah！ 

頌讚你 Hallelujah，稱讚你 Hallelujah，Hallelujah！ 

 



 

 

泰語團契獻詩 

《明天》       

 

明天我們不知道將會面對什麼處境 ? 

實在有太多的疑問在我們心中徘徊 ， 

因我們實在不知道明天將會面對什麼事情， 

我們真的不知道會經歷的 

是快樂、心痛、悲傷還是痛苦…… 

甚至乎所發生的事情也不是我們所預期的一樣， 

明天，假如我們遇上難以解決的困境， 

祈求我們能夠將一切交托給主耶穌基督， 

讓祂帶領我們渡過這一天， 

明天可能是好……是壞…… 

讓我們不要害怕，而是相信主耶穌， 

祂會帶領我們渡過這一切！ 

 

 

 

 

 

 



 

 

講題：屬靈的看見 

經文：約翰福音 9:1-7、13-17、30-41 (和修版)  

 

9:1  耶穌往前走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來就失明的人。 

9:2  門徒問耶穌：「拉比，這人生來失明，是誰犯了罪？是這人

還是他的父母呢？」 

9:3  耶穌回答：「既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

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9: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差我來的那位的工；黑夜來到，就

沒有人能做工了。 

9:5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9:6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盲

人的眼睛上， 

9:7  對他說：「你到西羅亞池子裏去洗。」於是他去，洗了，回

來就看見了。 

 

9:13  他們把以前失明的那個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裏。 

9:14  耶穌和泥開他眼睛的那一天是安息日。 

9:15  法利賽人又問他是怎麼得看見的。他對他們說：「他把泥抹

在我的眼睛上，我一洗，就看見了。」 

9:16  於是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因為他不

守安息日。」另有的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蹟

呢？」他們之間就產生了分裂。 

9:17  於是他們又對那盲人說：「他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

的人呢？」他說：「他是個先知。」 

 

9:30  那人回答，對他們說：「他開了我的眼睛，你們竟不知道他

從哪裏來，這真是奇怪！ 



 

 

9:31  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

聽他。 

9:32  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開了生來就失明的人的眼睛。 

9:33  這人若不是從神來的，甚麼也不能做。」 

9:34  他們回答他說：「你完全是生在罪中的，還要來教訓我們

嗎？」於是他們把他趕出去了。 

9:35  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就找到他，說：「你信人子

嗎？」 

9:36  那人回答說：「主啊，人子是誰？告訴我，好讓我信他。」 

9:37  耶穌對他說：「你已經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9:38  他說：「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穌。 

9:39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使不能看見的看見，能看

見的反而失明。」 

9:40  同他在那裏的法利賽人聽見這些話，就對他說：「難道我們

也失明了嗎？」 

9:41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是失明的，就沒有罪了；但現在你

們說『我們能看見』，你們的罪還在。」 

 



 

 

奉獻詩 
《萬福源頭》 

 

1. 全能真神萬福源頭，懇求使我常歌頌， 

主賜恩惠如川長流，應當頌讚主恩寵， 

願主教我美妙樂章，猶如天使主前唱， 

讚美救恩如山穩妥，救贖慈愛無限量。 

2. 我要立石記主恩典，蒙主幫助到如今， 

尚望恩主一直引導，安抵天家蒙福蔭， 

耶穌看我如羊失群，遠離父家走迷途， 

主來救我脫離危險，流出寶血洗罪污。 

 

使命詩 
《奔行天路》 

 
1. 我每天不停的前行，不知何時可達天上的家， 

我只知道我在天路上奔行，不停的在天路上奔行， 

2. 我不知路途遠或近，也無法可預知， 

但無論險峻或平坦，我總在天路上奔行， 

堅毅的在天路上奔行。 

3. 我親愛的一些已到達，一些正陪伴著我， 

信心和希望仍帶領我向天父家奔行。 

4. 這路上滿有信望愛我跪下誠祈禱， 

感謝父賜下光和鹽，使我能在天路上奔行， 

不停的在天路上奔行。 

5. 無數士師先知在前行，我必不害怕或迷失， 

信心的夥伴相扶持同向天父家奔行， 

6. 不分晝夜的追尋直到天國降臨， 

朋友你將瞭解為何，我一生奔行在天路， 

堅毅的在天路上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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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感恩洪恩家邁進 11 週年，現招募一次性的詩班，於
11 月 6 號崇拜中獻詩，誠邀會眾參與，截止日期：9 月 11
日，練習時間於崇拜後，報名請與潘潘聯絡。 

3. 花藝設計應用課程招生，於 9 月 18、25 及 10 月 2 日，時
間：下午 2：30-4:30(共 3 堂)，學費：全免，材料費：每堂
300 元、3 堂共 900 元。學員完成這課程，可參與教會的插
花事奉。報名及繳費，請與潘潘聯絡。 

4. 教會於 9 月 9 號，星期五晚上 7 時至 9 時，與洪孩兒在洪
福村廣場合辦攤位遊戲，近距離接觸街坊，歡迎肢體到場參
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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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活動取消：因疫情關係，9 月 6 日的「冰皮月餅」工作坊取
消。9 月 7 日的「泰美食」活動將延期。 

7. 胡寅弟兄(胡伯)於 8 月 26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的安排稍後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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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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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教會同工、神學生以及弟兄姊妹會開新一期主日

學，求主加力，讓老師們做好教導的工作，弟兄姊妹的

生命得蒙造就。 

3. 感恩暑期聖經班結束以後，有一些小朋友願意參加星期

六的兒童團契以及星期日的兒童崇拜。求主賜福每一個

參與聚會的小朋友，讓他們能夠與主相遇，經歷主更

多。 

4. 9 月 6 日，李雲鳳姊妹、倪曉琳姊妹以及譚慧玲姊妹在

短宣中心開學。求主賜她們加倍的智慧，能力和勇氣去

學習傳福音的功課。求主記念她們每一次的出隊，為她

們預備福音對象，又讓她們常常經歷到聖靈的大能。求

主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傳福音的訓練，成為精兵。 

II. 關顧事工  

1.請為 I.T.顧問梁悅華弟兄禱告，弟兄的妹妹中了新冠狀 病
毒，求神醫治她，讓她在醫治的過程懂得感恩。也求主
賜弟兄愛心和力量去帶領 I.T.學員，讓她們可以成長和成
熟，接 I.T.服事的棒，藉著 I.T.的服事榮耀神。 

 
III. 錦宣事工 

1. 請為幼兒部禱告，幼稚園和小學級都開學了，求主保守 

同學們身心靈健壯，享受開學後的生活。 

2. 求主記念幼兒部的工作，讓同工和弟兄姊妹力上加力， 

恩上加恩，能夠建立更多小朋友的生命。 

 

VI.   宣教 

1. 請為黃國輝、唐美寶感恩主在過去的青少年和兒童夏令日
營能順利舉行，為活動、學生、老師和安全等禱告。求 
神預備能用英語教導少年人的主日學導師。 

 



 

 

得救見證︰李立申姊妹 

 

                                       屬天的福氣 

 

感謝天父揀選了我。讓我的生命有着永恆的依靠，生命裏
滿載恩典。 

 

我從小跟隨父母上香拜祖先，到「大樹下」祈福還神，小
學時，曾經老師介紹參加了一次暑期聖經班，自此便沒有再接
觸過  基督。約在十年前，我剛擔任了一個工作崗位，新認識
的同事中不乏基督徒，言談間感受到他們特別友愛。 

 

當年我哥哥患了重病，我陪着他看了不同的醫生，聽見醫
生給我們的醫療意見後，心知情況並不樂觀。同事見我有所擔
憂，便主動為我誠心地禱告，給予我暖暖的慰問，我心想﹕基
督徒真是很大愛啊！他們也曾邀請我出席佈道會，但最後我卻
爽約了。 

 

不久，我懷着無限的哀痛，目送哥哥離開，他在彌留前絕
望地呼喊媽媽的畫面，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數年
前，一位摯友突然離世，這突如其來的噩耗，實在令我吃不
消。在她的安息禮上，雖然感受到她家人的不捨，但相比我哥
哥離開時，我們沉痛絶望；她的家人們卻充滿了盼望和平安，
讓我對死亡有着不一樣的看法。她們因著有  基督的信仰，深
知他日必會在天家重聚，所以在傷感中還懷有希望。那刻我開
始反思，我也可以有這樣截然不同的想法嗎? 

 

雖然我沒有立即主動去尋求答案，但其實一切已在天父的
安排中。約在兩年前，一位新入職的姊妹，主動向我傳福音。
那刻我不但沒有抗拒，反而有不知從何而來的決心，毫不猶豫
地決志信主了。回想起來，原來天父一早已為我計劃得妥妥當
當了。 



 

 

以往我將所有工餘時間都花在家庭上，總覺得自己如此
忙，何來時間去尋求信仰？當我的工作穩定下來；女兒們已日
漸成長，不再需要我這個在職媽媽花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照顧
她們時，就讓我遇到一位好姊妹，她讓我正式開展了  基督靈
命的生活。 

 

決志信  主後，某天在街剛巧見到家裡附近的教會，正進
行初信班的招募，我心想：這是  神的安排吧！記得第一天上
課時，傳道人分享的詩歌，每一字每一句都深深地打進我的心
坎裏，多年來的鬱結，彷彿洪水般一下子湧出來，眼淚不斷地
流，但其實內心是滿有安慰，因為那刻我清楚地知道我找到了
人生的依靠。 

 

自從信  主以後，回顧從小到大的經歷，發現無論在大小
的事情上，其實都充滿着  神的恩典，實在非常感恩。現在我
小事如為女兒買白球鞋，大事如為家人身體的健康，我都一一
交扥給我最信任的  天父，而  天父亦從不讓我失望。 

 

親愛的  天父，感謝  祢揀選了我，讓我領受各樣屬天的福
氣。我承認過去和現在仍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求  袮赦免
我，讓我重生，求  祢讓我有聖潔的心，做天父  祢喜悅我做的
事。使徒行傳 16:31 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救。」祈盼我的家人也能有這份福氣，去領受從  神而來的賜
福。 

 

 

                                                             責任編輯︰姚碧霞姊妹 

 

 

 

 

 



 

 

 

2022 年度 

 

 

 

 

 

 

 

累計八月份四週奉獻：$12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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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022（日） 11/9/2022（日） 

主席 劉世雄 黃美連 

講員 老耀雄牧師 曾敏傳道 

領唱 陳妙玲 張元嘉 張浩輝 李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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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珊、3.倪曉琳、4.李立申 1.張潔雲、2.梁志珊、3.湯麗娟、4.李立申 

襄禮 / 鄧潤暢、劉世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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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潘 譚慧玲 

當值堂委 劉世雄 劉世雄 

兒童崇拜 潘潘 王穎倫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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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人數 
(人) 

8 月 28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26  

主日崇拜 75 15 

一週祈禱會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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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日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2311 100  CKW 500  具名奉獻 2,000  

6540 1,000  K219 2,500  兒童崇拜 5  

7652 2,000  MG68 500  愛協團契 200  

828828 100  YK 1,000  常費奉獻 1,395  

     總額 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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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