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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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3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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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00：1-2 ----------------- 眾立 

敬拜讚美 ------------- (頁 1-3)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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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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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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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的家》  
  提摩太前書 3：14-16節 (和修版) 

 

 

奉獻 ------------- 奉獻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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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禮拜完畢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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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100：1-2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

前！ 

 

敬拜讚美  
 

《一首讚美的詩歌》 
 

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 

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 

創造我的主，袮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袮， 

一首讚美的詩歌，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耶穌是君王》 
 

1.  擁戴耶穌！來尊祂為君王！ 

高舉祂尊名，榮耀歸與祂！ 

道成肉身，耶穌賜人生命， 

升天得尊榮，如今永為王。 

 

   2.   我憑耶穌，存堅固的盼望， 

得進幔子內，來到恩座前； 

救主祭司，在天代求不停， 

傾下祂恩典，常澆灌我心。 

 

3.  榮耀祭司，我今到祢跟前， 

披戴祢尊榮，屬祢恩名下； 

願常頌恩，以生命獻君王， 

 得聖靈充滿，歡欣敬拜祢。 

 

                   4.  至聖至尊、永不變的真神， 

天軍與天使崇拜稱頌祢； 

蒙祢宏恩，我心振奮歌頌， 

敬拜我君王，從今到永遠。 

 

 

 

 

 

 

 

 

 



 

 

《穩固根基》 

 

1.   基督作成穩固根基，主是元首房角石， 

父神選召看為寶貴，為使眾教會合一， 

主是錫安永遠幫助，惟基督堪足信賴。 

 

2. 到此聖殿向祢呼求，願萬軍之主臨近， 

救主恩惠慈愛無量，傾聽眾聖民祈求， 

願祢所賜豐盛祝福，常在聖殿中傾流。 

 

3. 求主在此廣施憐憫，應允祢僕人祈求， 

又求保守所賜恩惠，不致隨流漸失去， 

至終將來在榮耀中，與祢掌權到永遠。 

 

4. 榮耀頌讚全歸聖父，全歸聖子與聖靈， 

榮耀尊貴頌讚歌聲，歸與三一最高神， 

滿有大能滿有榮耀，直到永世無窮盡。阿們 
 
 
 

講 題：屬靈的家  

經文：提摩太前書 3：14-16 節 (和修版) 

3：14     我希望盡快到你那裏去，所以先把這些事寫給你； 

3：15     倘若我延誤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該怎樣做。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3：16     敬虔的奧祕是公認為偉大的：神在肉身顯現， 

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

服，被接在榮耀裏。 

 

 



 

 

奉獻詩 

《奉獻所有》 

 

1.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甘心樂意全奉獻； 

   我要時常愛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 

2.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謙卑俯伏主面前， 

世俗逸樂甘願撤棄，求主悅納我心願。 

3.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求使我完全屬主， 

  惟願聖靈向我證明，主與我完全相屬。 

4.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我今完全獻與你， 

   求主賜我愛心，能力，更賜我天上福祉。 

 副歌：全所有奉獻，全所有奉獻， 

                     獻與愛我尊貴救主，全所有奉獻。 

 

 

 

 

 

 

 

 

 

 

 



 

 

使命詩 

《禮拜完畢》 

 

1. 禮拜完畢，求主賜福，使我心平安喜樂； 

蒙主慈愛充滿心靈，賴主救恩打勝仗； 

   主賜力量，主賜力量，領我安渡曠野路。 

 

2. 感謝主恩，讚美主名，福音歡樂悅我靈； 

    願我心思，生命路途，結滿救恩佳美果； 

    願我忠心，願我忠心，守主真道永不移。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謝靄薇牧師牧師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 

賜福。 

2. 聯合崇拜：於 10 月 30 日聯合崇拜將於錦繡堂進行， 

由於座位有限，鼓勵會友於早上十時，返回洪恩堂觀看崇

拜直播。另外，今屆堂委需要前往錦繡堂參與堂委的委任

儀式。 

3. 郭鴻標牧師的新書『基督信仰連結與整合』將會推出。 

兄姊妹可自由奉獻購買，每本 100 元，有意請向潘潘訂

購。 

4.  流感疫苗：教會將於 11 月 13 日星期日，有免費注射流感

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服務，時間於下午 2 時半至 4 時

半，向潘潘幹事登記或電話預約 2617 5881。 

5. 結他班：對結他有興趣的朋友結他班現在招生，對象：中一

至中三，每逢星期六上午 11：00 至 12：00。向潘潘幹事報

名及查詢。 

6. 洪恩堂十一週年堂慶崇拜於 11 月 6 日早上 10:30 開始， 

當日的主日學暫停一次，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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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求主使用聯合崇拜 (30/10) 董家驊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

恩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求主記念關懷事工，教導我們如何善用非政府機構的物資幫

助有需要的街坊，並且藉此機會和他們建立關係，把他們帶

到神的面前。求主繼續帶領哥尼流事工的發展。 

3. 感恩堂慶的籌備工作進展順利，已經進入尾聲了。求主預備

弟兄姊妹的心，讓他們在堂慶當日歡喜快樂地回到教會數算

主恩。又求主保守堂慶崇拜以及之後的聯誼活動可以順利地

進行。 

4. 求主賜福與弟兄姊妹，讓他們能夠在教會裡遇見和經歷神，

真正的認識神是怎樣的，生命就徹底地改變過來。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堂委(福音粵曲導師)梁蕙清姊妹禱告，感謝主的愛

護，讓姊妹能夠有力地面對事奉和生活的挑戰。也感恩

神保守姊妹的家人和教會的弟兄姊妹沒有染上新冠狀病

毒。求神繼續看顧和帶領弟兄姊妹，讓他們有健壯的身

心靈去服事神，榮耀主的名。 

 

 

 

 

 

 

 



 

 

III. 錦宣事工 

1﹒ 請為崇拜科支援部禱告，求主保守疫情能夠早日穩定下

來，好讓弟兄姊妹可以安心回教會敬拜神。 

2﹒ 求主保守崇拜司事以及他們的家人身心靈健康。 

 

 

VI. 宣教 

1.  請為劉愛琼專職宣教士祈禱，雖然同工團隊有所變動，感恩

各項事工仍能順利進行。求主激勵弟兄姊妹，更投入事奉，

同心建立教會。教會場地的電力設施，陸續出現小問題，求

主保守各項維修。 

 

 

 

 

 

 

 

 

 

 

 

 

 

 

 

 



 

 

見證分享︰張元嘉姊妹 

 

持續不斷的事奉 

 

  不經不覺已在洪恩堂詩班事奉多年，由詩班員轉當指揮，

非我所願，只是臨危受命，盡力而為，自覺力有不及，慶幸恩

典夠用及弟兄姊妹的厚愛。 

 

  在詩班的服事，令我最感滿足的是能在詩歌中被 神造

就，絕望孤單時有 主的同在；疑惑時能蒙 主導引；喜樂時

憑歌寄意，與人分享快樂；憂傷時能以詩歌撫平傷處…… 

 

  最令我深刻的事奉是以詩班員身份出席安息禮，縱然與離

世的弟兄姊妹不稔熟，但能為他們送上人生最後的祝福，安慰

他們在世的家人，感覺非常有意義，每一次出席安息禮，均能

從弟兄姊妹的述史中，更明白主恩的豐富，再一次提醒自己珍

惜現在，作好見證，深盼自己亦能存留美好的見證，讓家人的

生活滿有屬天的盼望與力量。 

 

  近日我意外地弄傷右腳，腳踝骨裂要打石膏不能踏地，要

適應單腳行走，用柺杖支撐身軀，非常辛苦。往日日行萬步，

健步如飛的日子已不復，實在令我沮喪。但由此亦使我更能深

刻地體會，殘疾人士的需要和不便，相信日後作院牧義工，關

懷病人時定必更能理解他們的心情及需要。 

 

  天父造人時曾說那人獨居不好，我想每個人都有需要別人

幫助的時候。伸手可助人，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推卻的。 

雖然我不是洪恩堂的會友，能在洪恩服侍是我的榮幸。在洪 

恩，我看見一眾弟兄姊妹均熱心待人，分擔事奉。雖然仍有改  



 

 

善的空間；也有面對批評的時候，但這些均會令我們更茁壯地
成長， 神用我們是看重我們的忠心，不為別人的讚美；不為
居功，乃單一事主。我們要常存此心，持續不斷地事奉，當我
們歷 主更深， 主恩就必更多。 

 

  人生聚散有時，因著家人的需要，我將要轉換教會，我深
盼洪恩的弟兄姊妹能繼續持守信心，單一事主， 神定必帶領
大家行走一條最合適的路，越走越有力；越走越喜樂；越走越
有福，直到見 主面。 

 

  最後我想與大家分享一首詩歌，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不
一樣的世界因有你和我，互勉！ 

 

你和我是 天父愛的創造，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擁抱，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因 神先愛我們； 

雖你我不一樣，我們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因 神先愛我們；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諒，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唱詩歌不是靠領唱者的領唱，而是要大家一起地頌唱。在
洪恩堂多年領唱，唯一的憾事就是大家唱詩時的聲音太小。我
想與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母會平安福音堂唱時的體驗，就是會
眾的歌聲竟比領唱的歌聲悅耳，因歌聲所承載的是大家對 神
的愛，眾人同感一靈、同聲頌讚，必定能更出眾。深盼下次見
面，我能感受大家對 神的愛有所加增。 

                        

責任編輯︰姚碧霞姊妹 



 

 

2022 年度 

 

 

 

 

 

 

累計十月份三週奉獻：$133,830 

奉獻方法： 

1. 支票奉獻：抬頭請寫「基督教宣道會洪恩堂」或“Christian&MissionaryAllianceGraceflow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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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MAGRACEFLOWC，Bankc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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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62300Fax:21462322Email:info@graceflowchurch.com 

Facebook:www.facebook.com/cmagraceflowchurch 網頁：www.graceflowchurch.com 

 23/10/2022（日） 30/10/2022(日) 

主席 鄧秋萍 曾敏傳道 

講員 謝靄薇牧師 董家驊牧師 

領唱 趙小玲、陳妙玲 鄧潤暢 / / 

司琴 張芷鈴 / 

打鼓 陳根雄 / 

司事長 黃裔焜 黃裔焜 

司事 1.張潔雲、2.梁玉珍、3.潘美雲、4.倪曉琳 1.張潔雲、2.梁玉珍、3.潘美雲、4.倪曉琳 

襄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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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靄薇牧師 / 

插花 馮靜雯 倪曉琳 

當值堂委 鄧秋萍 鄧秋萍 

兒童崇拜 李立申 彭姑娘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 

9 月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111,620.00 104,540.00 

保就業 36,000.00  

開支   

人事 42,301.00 32,664.00 

導師費  64,674.00 

租金 42,500.00  

電費及電話費 10,559.00  

本地跨文化 4,800.00  

兒童事工 5,764.00  

會計系統 3,430.00  

區聯會會費 4,926.00  

其他 13,031.00  

盈虧： 20,309.00 7,202.00 

聚會人數 
(人) 

10 月 16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39 / 

主日崇拜 71 １4 

兒童崇拜 7 / 

一週祈禱會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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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 147,620.00 127,311.00 

累積  1,246,901.00 1,053.717.00. 

結餘 193,184.0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24000 

10 月 16 日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210 1,000  933616 50  PF007 2,100  
2311 400  AA195 5,100  U5 5,000  
2502 500  CCC 1,200  具名奉獻 500  

654321 1,000  Li7777 3,500  常費奉獻 2,310  
    總額 2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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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