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洪恩堂 
崇拜程序表 

 
年題：渴慕真理   遵行主道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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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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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1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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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抱那非一般的道》  

  約翰福音 1：1-13（和修版） 
 

奉獻 --------------- 我拿甚麼獻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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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 ------------------------------------------- 眾立 

使命詩 ---------------- 與神同行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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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118：2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敬拜讚美  
 
 

《讚美真神》 
 

1. 真神所造萬象生靈，齊來歌唱讚美同聲，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金光燦爛火熱太陽，清輝皎潔溫柔月亮， 

讚美真神，讚美真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2. 搖撼山嶺強勁猛風，行雲任意浮萬里空， 

讚美真神，哈利路亞！ 

清早晨光雀躍歡欣，晚照斜陽美韻妙音， 

讚美真神！讚美真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 大地海洋寶藏無窮，時時供應我們享用， 

讚美真神，哈利路亞！ 

清香花果結實滿枝，顯彰主榮輝滿全地， 

讚美真神！讚美真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4. 萬物當讚美大主宰，也當謙卑向祂敬拜， 

讚美真神，哈利路亞！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高聲讚美三一神明， 

讚美真神！讚美真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神是永活全能》 
 

用鼓樂歌頌，神是永活全能，浩大救恩世上難尋， 

用生命稱謝，神是永活全能，活在我心信實到永恆。 

歡呼歌唱讓世間此刻知道，當將心意盡變新， 

高聲宣講，讓世間此刻緊記，神回來時候漸近。 

 

 
 

《全然向祢》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稱謝不已，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一生一世腳步不離。 

 
 



 

 

講題：擁抱那非一般的道 
經文：約翰福音 1：1-13（和修版）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1: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1:3 萬物都是藉著他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凡被

造的， 

1:4 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1: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過光。 

1:6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 

1:7 這人來是為了作見證，是為那光作見證，要使眾人藉著

他而信。 

1:8 他不是那光，而是要為那光作見證。 

1:9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 

1:10 他在世界，世界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1:11 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並不接納他。 

1:12 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

兒女。 

1:13 這些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的

意願生的，而是從神生的。 

 

 



 

 

奉獻詩 
《我拿甚麼獻給你？》 

 

1. 我拿甚麼獻給你？你已為我受死， 

我的一切是否獻一點，或將所有獻給你？ 

耶穌我主我救主，一切為我撇棄， 

你離開天上美家，加略山上受死。 

2. 我拿甚麼獻給你？你曾救贖我靈， 

奉獻雖小已是我所有，一切我願聽主命。 

我拿甚麼獻給你？一切為我撇棄， 

我願奉獻，不留下一點，完全奉獻與你。 

 

 

 

 

 

 

 



 

 

使命詩 
《與神同行》 

 

1. 在我心靈裡聽見溫柔慈聲呼喚， 

是父神對我說話慈聲， 

囑咐我轉離罪惡完全順服聽從， 

走上那喜樂得勝路程。 

2. 世界上一切享樂漸漸變為虛空， 

屬世一切引誘已遠離， 

今我要為主而活向着高處而行， 

由聖靈一路帶領管理。 

3. 那日在天家一切重擔都已卸下， 

主呼喚我名我要感恩， 

吩咐我跟從，賜我冠冕， 

天上美家，我要快樂頌揚讚美祂。 

 

副歌：與神同行，我要遠離世界，與神同行， 

在祂得着一切；我已決定遵行父神旨意， 

與神同行，走那生命窄路。 

 



 

 

 

家務報告 

1. 致謝講員：感謝曾敏傳道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賜福。  

2. 讀經計劃：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開始，誠邀會眾踴躍參

與，期盼大家能與小組成員分享讀經心得和體會，一同實

踐基督的愛。 

3. 曾敏傳道：將提供約書亞記簡介和背景資料，望能讓大家

進深明白聖經。 

4. 改期：1 月份聖餐主日將改於 2023 年 1 月 29 日進行，敬

請會眾留意。 

5. 招募詩班員：若弟兄姊妹對聖樂服侍有感動，請與曾敏傳

道查詢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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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楊穎兒傳道所宣講的信息，讓洪恩

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請為領唱小組禱告，目前我們缺乏領唱，求主興起更多

弟兄姊妹加入這個部的服事，藉著歌聲去榮耀神。求主

繼續透過母會的指揮去裝備領唱們，讓他們在與神的關

係以及歌唱技巧上都有所提昇。 

3. 25/12 的福音主日順利完成，有兩個新朋友決志信主，

另外有兩位回轉歸向神，願一切的榮耀頌讚都歸給神。

教會已經安排人栽培兩位決志的新朋友，求主帶領她們

的成長之路，堅固她們的生命。 

4. 2023 年，教會的年題是「渴慕真理，遵行主道」。從 1

月 1 日開始，我們展開為期一年的讀經計劃，每日讀一

章經文。上半年我們會讀舊約，而下半年就會讀新約聖

經。求主以祂的話語來吸引我們，讓我們日日都渴慕讀

聖經，在主的話語裡與主相遇。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社區中心同工洪仁仁女士禱告，求天父上帝醫治仁

仁奶奶的頭暈，讓她可以早日康復，能夠照顧自己以及

家人。也求天父保守仁仁的爸爸和媽媽一家人遠離不好

的事情，可以過平淡而幸福的生活。經過某件事情以

後，希望仁仁的弟弟明白父母對他的愛，也希望他變得

有擔當，願意努力工作，承擔養家的責任。求天父保守

仁仁，讓她工作順暢。 

 



 

 

III. 錦宣事工 

1. 請為青年部禱告，求主保守青年人不會受到世俗的價值

觀影響，仍然能夠按照真理而行。 

 

2. 求主賜青年人一顆渴慕神話語的心，願意追求成長。 

 

IV. 宣教 

1.   懇請為楊安信、黃嘉琪專職宣教士祈禱，感謝神，安信

夫婦完成了泰文考試後，已經平安返回泰東北莫拉肯府

服事。 

  

 

 

 

 

 

 

 

 



 

 

牧者之言 | 老耀雄牧師 

新的一年，新的展望 

 在 2023 年的開始，牧者祝願大家身心靈健康，生活愉快。

雖然政府在近期放寬了很多社交上的防疫措施，但每日的感染

人數都超過一萬以上。因此，肢體們在社交生活上絕不能鬆

懈，以免感染新冠病毒，令家人及肢體擔心及牽掛。 

 

 教會今年的年題是「渴慕真理、遵行主道」，目的是想會友

明白神在個人的屬靈生命，以及普世教會的心意，已經在聖經

中顯明出來。因此，教會在今年推行讀經計劃的目的，就是要

讓會友加深、明白、遵行神的心意，並願意被神的話語陶造成

一個合神心意的僕人，最終能夠被神使用，榮耀主名。 

 

 要達成這屬靈的目的，牧者有兩方面的分享。第一，肢體

需要有持續及堅定的心志去進行，讀經的成果不會實踐一天半

天就能看到果效，而是需要持續不斷的去實踐才會結出果子。

信仰生命經過不斷的栽種，神的話語才能夠滲透入內心深處，

內化成為信仰生命的一部分。當面對困難、逆境、災難、引誘

的時候，神的話語就會成為信徒的安慰、鼓勵、剛強，以及重

新得力的來源。並且，在領受異象及使命的時候，亦有足夠的

辨識能力與信心，去承擔從神而來的呼召。 

  

 第二，牧者確信聖靈是真理的靈，祂會引導、指引、提

醒、督責每一個願意跟隨主耶穌的肢體，讓肢體行在義路，不

會走歪，亦讓肢體為義、為罪、為審判而自我反思，過一個聖

潔的生活。因此，讀經計劃不能欠缺禱告，信徒沒有聖靈引導

之下，讀經也只是「水過鴨背」的一種事工，而不是被神去陶

造的生命工程。 



 

 

 2023 年，是洪恩家回應神呼召的重要一年，牧者深信： 

1. 信徒沒有正確及成熟的屬靈生命，就沒有正確的事奉觀及

教會觀，將造成肢體間的紛爭及事奉上的比較，不單破壞

教會的合一，亦成為撤旦攻擊的破口。 

2. 信徒沒有聖潔的生活，就沒有美好的生命見證，不單不能

彰顯出神的真善美，也未能讓人見到基督在自己的生命中

活著，事奉也不被神悅納。  

3. 信徒沒有踐行信仰的生命，就像死的信心一樣，一切對主

耶穌的承諾也是枉然，整個信仰生命都只是虛空一場，是

白活了一生。 

 

大家如果經過教會一樓的樓梯，一定會見到牆上掛了三幅

海報，分別以「信、望、愛」為題，我們會否反思，我們的生

命能否彰顯出這些信仰的特質，抑或有一種「立志行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來卻由不得我」的感覺，是時候從新思考自已的

信仰生命，以及與主耶穌的關係了。 

 

牧者祝願眾肢體能夠有更多的信仰反思，並回應神微聲的

呼喚，以及願意順服神的帶領，立志過一個討神喜悅的人生，

願主祝福大家。 



 

 

2022 年度 

 

 
 
 
 
 
 

 
累計十二月份四週奉獻：$14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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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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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62300            Fax:21462322            Email:info@graceflowchu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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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3(日) 8/1/2023(日) 

主席 劉世雄 譚慧玲 

講員 曾敏傳道 楊穎兒傳道 

領唱 陳妙玲 鄧潤暢 李雲鳳 張浩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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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申、2.黃婉玲、3.梁玉珍、4.余群玉 1.李立申、2.黃婉玲、3.梁玉珍、4.余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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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艷娟 

祝福 / / 

插花 梁晚珠 倪曉琳 

當值堂委 劉世雄 劉世雄 

兒童崇拜 潘潘、王穎倫 王穎倫，潘潘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 

11 月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146,820.00 93,803.00 

趙姑娘醫療奉獻 49,900.00  

華永會基金資助 25,722.00  

開支   

人事 42,300.00 42,072.00 

導師費  58,392.60 

租金 42,500.00  

電費及電話費 9,400.00  

本地跨文化   4,800.00  

會計系統 6,818.00  

區聯會會費 6,744.00  

其他 10,784.00  

盈虧： 99,096.00 -6,661.60 

聚會人數 
(人) 

12 月 25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 / 

主日崇拜 86 19 

兒童崇拜 5 / 

一週祈禱會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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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 414,140.00 387,002.00 

十月份 170,810.00 136,808.00 

十一月份 196,720.00 123,346.00 

累積 1,614,431.00 1,313,871.00 

結餘 300,560.0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24,000 

 

  

 

12 月 25 日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0144 500  6540 1,000  H19 500  

1002 3,500  7652 2,000  K219 3,000  

1437 1,000  654321 1,000  YK 2,000  

2502 1,000  949597 8,000  具名奉獻 25,350  

5410 4,300  CKW 1,500  常費奉獻 2,450  

    總額 57,100 

tel:21462300
mailto:info@graceflowchurch.com
http://www.graceflowchur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