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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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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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2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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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餐感恩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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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聖靈更新教會》 

 使徒行傳 1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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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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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4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華！ 

 

 

 

敬拜讚美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1.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 

我要唱，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用我口，向人傳講，祢大信實，祢大信實， 

用我口，向人傳講，祢大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2.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祂奇妙大作為。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到永遠， 

眾天使同聲歌唱讚美主。 

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我主信實， 

誰能與我主相比？我主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副歌：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聖靈之歌》 

 
1. 噢！讓主用祂無限的愛，圍繞在你我身旁， 

使我們枯乾的心靈得滿足， 

噢！讓主鴿子般的聖靈，降臨在你我身上， 

使我們一生得到引領扶持。 

 

2. 噢！讓我們心中的喜樂，化為一首讚美詩， 

齊聲頌讚主的聖名到永遠， 

噢！讓我們心中的憂慮，完全交託主手裡， 

使我們的一生與耶穌同行。 

 

副歌：耶穌，噢，耶穌，充滿我的心。     
     耶穌，噢，耶穌，充滿我的心。 

 

 

《最好的福氣》 

 
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 

在祢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祢帳幕的隱密處，渴想一心盡力愛主。 

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撇棄恨惡， 

但祢總看顧，樂意攙扶，愁悶慨嘆變作歡呼， 

人海中多昏暗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 

投靠祢，便覺恩典豐富。 

也許心中感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氣， 

讓我抓到祢，熱暖的手臂，攜著我再振翅高飛， 

人海中雖顛沛流離，但祢應許不捨不棄， 

投靠祢，是最好的福氣，全賴有著祢，才令這生極美。 



 

 

聖餐詩 
 

《聖餐感恩》 

 
1. 因祢為我擘開的餅，因祢為我倒的杯， 

因祢恩言，諄諄叮嚀，主阿，感謝祢恩惠！ 

2. 靠祢盟證愛我恩情，靠祢成就真和平， 

靠祢向天禱告呼聲，主阿，使我們成聖。 

3. 當我事奉，求祢保守，引領，慈護我心思， 

奉祢差遣，世途奔走，主阿，願祢國降臨。 

 

 

 

講題：願聖靈更新教會 

經文：使徒行傳 16:6-10 (和修版)  

 

16:6  因為聖靈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

加拉太一帶地方。 

16: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

不許。 

16:8  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特羅亞去。 

16:9  夜間，有異象向保羅顯現。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

說：「請你過來，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16:10  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就立即設法往馬其頓去，認為

神呼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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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曾敏姑娘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賜福。 

2. 主日學的安排：主日學於 10 月 2 日開課：1、信仰探索

班：彭秀芹導師、2、啟示錄：曾敏傳道、3、成長八課：

老耀雄牧師及其他導師、  4、靈修體驗：楊小玲師母、 

5、泰語門徒訓練：高淑芬傳道。報名請與潘潘聯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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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健康講座：10 月 23 日邀請了「香港大學臨床腫瘤學系臨床

助理教授」陳穎樂舉辦健康講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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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讚美操活動暫停，直至 10 月才考慮是否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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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余家寶傳道所宣講的信息，讓洪

恩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求主帶領新朋友加入合適的團契，與其他肢體建立彼此

相交的生活。求主賜福眾團契，讓他們在人數和屬靈質

素上不斷的提升，為教會增長締造有利的條件。 

3. 10 月 4 日，我們會進行事工策劃會。求主帶領眾同工和

堂委為這件事情禱告，好讓我們曉得神的心意是甚麼，

明年我們應該推動甚麼事工以及怎樣推動才是好的。願

主的旨意得以成就在洪恩家。 

4. 疫情在不斷的上升，求主保守我們的弟兄姊妹身心靈健

壯，遠離新冠狀病毒。求主賜下智慧，讓我們曉得如何

在疫情中關心弟兄姊妹，堅固他們的信心。 

 

 

II. 關顧事工  

1.請為堂委會副主席鄧潤暢弟兄禱告，弟兄近日工作經常 

需要加班，工作時間很長。求主賜他足夠的體力應付工

作。求主保守弟兄和家人不受新冠狀病毒侵擾。 

 

 

 

 

 

 



 

 

III. 錦宣事工 

1.請為栽培部禱告，感恩弟兄姊妹熱心追求聖經，新會也很 

積極參與磐石課程。 

2.求神賜福，讓會眾們繼續渴慕神的話語，熱心實踐真理， 

結出美麗的果子。 

 

 

VI.   宣教 

1. 請為青島雁子專職宣教士祈禱• 泰國現在每天平均感染
新冠人數為 2 萬 8 千人，求主保守團隊健康及不被感染，
有心有力應付繁忙的工作。 

 

 

 

 

 

 

 

 

 

 

 

 

 

 

 

 

 



 

 

見證分享︰傅慧貞姊妹 
 

護理照顧的藝術 
 

   回想起七十年代，父親因胃痛入院，因為母親要打理零售

雜貨店的生意，分身不暇，便叫我和家姐到醫院探望父親。甫

達病房，目睹插滿喉管的父親，我被嚇得瞠目结舌，我只懂遠

遠地站在病床的末端。適逢炎夏，病房只有吊扇，我看見父親

汗流浹背，知道他需要抹身，但我卻克服不了內心的恐懼，便

請家姐動手，我就負責清潔抹布。 
 

這一幕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裏，更令我深思自己為何會如

此懼怕。原來是因為我不懂得如何照顧父親，擔心會弄掉他身

上的喉管，令他承受更多的痛楚。父親病患的經歷，對我影響

深遠。我決定高中畢業後，投考護士課程和接受專業的訓練，

希望將來能從事護理工作，悉心照顧病患者。 
 

我在讀高中時，已經常思考及探索生命的課題。既然生老

病死都是人生必經的階段，沒有人可以逃避，那麼生命的終極

和歸宿又是甚麼？生命又是從何而來？種種懸念，引領我探索

不同宗教的內容。最後，我被 耶穌基督在十架上犧牲的救贖

深深感動， 基督信仰更實在地鞏固我委身護理的學習，並且

盼望自己能學效 耶穌基督的榜樣，實踐滿有關愛和犧牲的服

侍。 
 

回想第一天接受護士訓練，學姊的體貼實在令我難忘。往

後的受訓過程，無論是病房實習抑或課堂考試，我都從不同的

學兄學姊身上得到啟廸︰他們有的善於溝通；有的善於臨床照

顧，這些都讓我從他們身上有所學習，並漸漸成為自己照顧病

人的能力。事實上，護理照顧的藝術不是「硬規條」，而是要

融合知識、技巧和護理者實踐執行的態度，按照個別病人的需

要，度身訂造出合適的護理照顧。 



 

 

自推動「全人護理」以來，醫護團隊要妥善照顧病人的

「全人需要」並不容易。隨著時代演進，「醫」、「病」關係也

有所改變。從前醫護人員多以「床號」稱呼病人；但今時今日

卻會以病人的名字稱呼病人，讓他們感覺到一份尊重和親切

感。說到臨床照顧，現代護理講求的不是完成一個程序

(task)，而是全人的照顧(total patient care)。例如當為病人量

血壓的時候，我會簡單地問候一下他們，告訴對方血壓的狀

況，令病人可以安心，就是這樣簡單表達的關心，也會給予病

人一份温暖和安慰。溝通真的非常重要，能傳遞正面的信息更

是可貴，此舉能讓病者在患病期間，得到力量去接受治療。 
   

後來，我擔任新入職護理培訓的臨床導師，每天與護理學

員在病房裏的護理工作，都充滿挑戰！最初，護理學系的學員

總是戰戰兢兢，害怕出錯。往後，我提點他們簡單的心法――

「人、機、物、法、環」，請學員們留意評估病人的狀況；身

邊的儀器；物件、使用的方法和周邊的環境。我告訴他們，要

謹記護士是病人的守護者！偶然，學員們在工作上出現一些小

問題，他們也樂意接受指導，我和學員們總算合作愉快，大家

都得到病人的讚賞。 
 

在護理路上，我用心作學員的同行者，我們一起照顧病情

嚴重的病人，看見護理學員們輕柔仔細的舉止；誠意地安慰病

者；以不失禮儀、堅定的語氣去勸戒病人，不做損害自己身體

的行為，我的內心很是安慰。 
 

我慶幸也收到學員們的回饋，他們感謝我盡心盡力的付

出；苦口婆心地提點。他們承諾會繼續努力，把我教授的知識

承傳下去。我誠願這份亦師亦友的同行經歷，可以繼續伸延拓

展，連結更多護理路上的同行者。 

                                                                                                        
責任編輯︰姚碧霞姊 

 



 

 

2022 年度 

 

 

 

 

 

 

累計九月份一週奉獻：$4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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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022（日） 18/9/2022（日） 

主席 黃美連 梁美娟 

講員 曾敏傳道 余家寶傳道 

領唱 張浩輝 李雲鳳 李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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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珊、3.湯麗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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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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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曉琳 

當值堂委 劉世雄 劉世雄 

兒童崇拜 王穎倫 潘玉蘭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 

8 月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126,840.00 114,479.00 

開支   

人事 36,041.00 32,352.00 

導師費  71,250.00 

租金 42,500.00  

電費及電話費 11,725.00  

本地跨文化 6,600.00  

兒童事工 4,318.00  

會計系統 3,430.00  

區聯會會費 5,379.00  

其他 27,132.00  

盈虧： (10,285.00) 10,877.00 

聚會人數 

(人) 

9 月 4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21  

主日崇拜 6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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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 126,840.00 137,125.00 

累積 1,099,281.00 926.406.00 

結餘 172,875.0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24000 

9 月 4 日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0000 25,000 5410 4,200 PYL 2,000 

0225 1,800 654321 2,000 具名奉獻 1,500 

1002 1,700 707070 200 常費奉獻 2,030 

2311 100 E4S4 3,000 總額 4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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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