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 ： 委身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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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0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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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47：1-2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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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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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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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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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福的人》 
    詩篇 1：1-3 節 (和修版) 

 

報告 -------------------------------------------- 眾坐 

牧禱 -------------------------------------------- 眾坐 

讚美詩 ------------- 讚美詩 生 535 -------------- 眾立 

祝福 --------------------------------------------- 眾立 

使命詩 -------------- 主是磐石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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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47：1-2 

 

萬民哪，你們都要鼓掌！用歡呼的聲音向神呼喊！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敬拜讚美  

《敬拜主》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 

榮耀能力，一切讚美都歸給祂。 

敬拜主，敬拜權柄的主， 

從祂寶座能力流出，流到萬民。 

來高舉，一同高舉，主耶穌聖名， 

來彰顯，一同彰顯，耶穌榮耀王。 

敬拜主，敬拜尊貴的主， 

祂曾捨命，今得榮耀，萬王之王。 

 

《先求祂的國和義》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哈利路，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如鷹展翅上騰》 

 

祂早聽見心裏叫喚，祂深知我懷內渴望， 

拋開一切纏累，鬆開束縛， 

恢復我既有神形象那樣。 

祈求恩主，痛苦中給引牽， 

無窮智慧未測度透， 

全然靜候，在此刻專意前來尋找祢， 

從疲倦乏力，能力再擁有！ 

如鷹上騰又再飛，展翅在困境未退避， 

翱翔着，無懼怕艱難風雨， 

仍然望上，沖天高飛！ 

如鷹上騰萬里飛，展翅在神榮耀國度， 

獲能力來自聖靈膏抹， 

悠然活着飛於主蔭庇。 

 

 

 

 

 

 

 

 

 

 



 

 

講題：有福的人 

經文：詩篇 1：1-3 節 (和修版)  

1: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1: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

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使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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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本堂張美薇牧師於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    

 賜福。 

2. 園藝治療課程原訂於 2 月 12 日上課，因疲情嚴峻課程會 

 延期，與導師商討稍後通知大家。 

3. 第二期花藝設計課程原訂於 2 月 20 上課，因疲情嚴峻課程 

 會延期，與導師商討後稍後通知大家。 

4. 鑑於疫情嚴峻及特區政府公佈之防疫指引，本堂暫停所有實
體聚會，均改以網上及錄影進行。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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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陳麗蟬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

恩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請為青少年事工禱告，由於疫情的關係，星期六的結他

班要暫停。求神賜下智慧，讓同工曉得如何藉著社交媒

體和一群中學生保持友好的關係。在疫情下，求神幫助

這群中學生經歷和認識神更多。 

3. 由於疫情嚴峻，我們的崇拜和祈禱會都改為網上直播，

求神保守每一次直播的網絡都暢通無阻，弟兄姊妹可以

順利地參與網上聚會。 



 

 

4. 最近，弟兄姊妹多了留在家中，求神賜他們平安和盼        

望，懂得凡事依靠主。又求神向我們顯明祂的心意，在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中，神想我們學甚麼功課？祂對於我

們、我們的家人、教會和香港的心意是甚麼？我們要怎

樣做，才能夠走在神的心意中？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泰語團契的統籌黃華娟姊妹禱告，求神保守姊妹身心

靈健壯，遠離疫症。另外，姊妹的家正在裝修，求主保守

一切順利，裝修師傅和工人有平安的腳步，沒有任何損

傷。 

2. 請為趙姑娘禱告，感恩她的情況有好轉，手腳的行動不 

錯。求神繼續醫治她，讓她身體的行動更有力。也求主

醫治趙姑娘的媽媽，因為她初步證實有腦退化症。感恩

神為趙姑娘預備了一個新的工人。 

3. 蔡麗朗姊妹剛完成化療，今年三月份會做磁力共振，以

評估康復進度。求主繼續堅固姊妹的信心，讓她每晚都

能夠安然睡覺，又求主保守她家人的身心靈。 

4. 感恩最近張淑芬姊妹的驗血報告很好，癌指數低，X 光沒

有變化，一切平穩。求主醫治姊妹，讓她的癌指數可以

繼續保持在一個低的水平。 

5. 請為鄧秋明姊妹禱告，感恩姊妹仍然有能力工作和賺取

金錢，求神保守姊妹工作順利，常常經歷到主的恩典。

也求神醫治姊妹的身體，減輕她各方面的不適，讓她繼

續有能力面對生活的挑戰。 

6. 求神記念福音粵曲成員陳志慧弟兄的太太林寶蓮姊妹。

幾年前，她腦出血。求神醫治她，讓她可以完全的清醒

過來，自主的呼吸和吞嚥。 

 



 

 

III.錦宣事工 

1. 請為聖樂部禱告，求主保守每位聖樂事奉者能夠常常依

靠主，過聖潔的生活，以心靈和誠實帶領敬拜。 

2. 對於有音樂恩賜的弟兄姊妹，求主興起他們的生命，讓

他們可以運用他們的恩賜，在教會裡服事主。 
 

VI.  社會關懷及宣教 

1. 香港的疫情急劇上升，求神賜香港巿民平安，遠離恐

慌。求神開香港巿民的眼睛，讓他們看到神是他們唯一

的出路和幫助，他們需要去認識這位獨一的真神。求神

興起香港的眾教會，在這段時間藉著不同的媒體，做更

多福音的工作，叫更多人歸向主。 

2. 求神記念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局勢，讓兩國能夠以克制的

態度處理問題，避免發生戰爭。 

 

 

 

 

 

 

 

 

 

 

 

 

 

 

 

 

 



 

 

 

2022 年度 

1 月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69,120.00 39,170.00 

開支   

人事 30,737.00 31,016.00 

導師費  25,241.10 

租金 53,500.00  

水電 5,916.00  

區聯會會費 3,168.00  

招牌翻新 22,500.00  

泰語事工 6.805.00  

其他 17.279.00  

結餘 (70,785.00) (17,086,60) 

 

累計二月份二週奉獻：$9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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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2（日） 27/2/2022(日) 

主席 曾姑娘 老耀雄牧師 

講員 張美薇牧師 陳麗蟬牧師 

領唱 李雲鳳 張浩輝 鄧潤暢 曾敏傳道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 / 

司事長 / / 

司事 潘潘 潘潘 

襄禮 / / 

翻譯 / / 

音響/影視 梁悅華 梁悅華 

祝福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潘潘 潘潘 

兒童崇拜 / /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姑娘 

聚會人數 
(人) 

2 月 13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 / 

主日崇拜 4 45 

週三祈禱會 / 14 

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210 2,000  具名奉獻 1,700    

0225 3,500  Li7777 3,000    

2502 1,000  WLTK 2,000    

K219 5,000 AA195 5,100     

  CC3298 3,000  總額 26,300 

洪恩堂 2022 年度財務報告(不包括中心部份) 

月份 收入 開支 

1 月份 69,120.00 139,905.00 

累積 69,120.00 139,905.00 

結餘 (70,785.0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24000 

http://www.graceflowchur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