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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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崇拜 

1月 29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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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0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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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虔守主餐 --------------- 眾坐 

讀經分享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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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比恩典》  
  哥林多後書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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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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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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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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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107：1,8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敬拜讚美  
 
 
 

《頌讚主聖名》 
 

1. 頌讚榮耀都歸主宰，至高全能真神， 

祂愛世人，差獨生子為人受死捨身。 

2. 主名超乎萬名之名，至高至尊至聖， 

今坐父神寶座右邊，天使崇拜奉敬。 

3.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和平全能之君， 

統治天下萬國萬民，掌權無窮無盡。 

 

副歌：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求引領我心》 

 

求引領我心，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 

求引領我心，願為祢傾出心中愛慕。 

求引領我心明白主恩，跟主愛深深結合； 

衝開心捆綁，一心愛着祢。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祢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聖潔羔羊，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在永恆裡敬拜。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我們歡迎祢，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我們歡迎祢，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聖餐詩 
 

《虔守主餐》 

 

1. 我們跪在主面前同擘餅，我們跪在主面前同擘餅， 

2. 我們跪在主面前喝主杯，我們跪在主面前喝主杯。 

3. 我們跪在主面前讚美神，我們跪在主面前讚美神。 

 

副歌： 當我雙膝跪下，舉目仰望主光輝， 

上主阿，求憐憫我。 

 

 

講題：無比恩典 

經文：哥林多後書 8：9（和修版） 

 

8:9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卻為 

你們成了貧窮，好使你們因他的貧窮而成為富足。 

 

 

奉獻詩 
《我拿甚麼獻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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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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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陳一華牧師蒞臨本堂傳講信息，願主賜福。  

2. 下星期三及星期四早上祈禱會暫停。而星期三晚上祈禱會，
則會繼續進行。 

3. 教會經過同工和一眾弟兄姊妹一番努力，已清潔乾淨了，
願主記念大家的勞苦。更願我們能同心為洪恩家建造美好
的環境，讓彼此都投入敬拜主。 

4. 5/2(日)上午 10：00 主日學取消，改為全教會祈禱會，歡
迎弟兄姊妹出席，一同為教會禱告守望。 

5. 19/2(日)下午 2：30 關顧部出隊傳福音。歡迎弟兄姊妹一
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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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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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關懷事工禱告，求主賜我們聰明智慧去發展關懷
事工，不單止向有需要的街坊派發物資，還和他們分
享福音，帶領他們歸向耶穌基督。 

3. 求主感動同工以及堂委認定耶穌基督是洪恩家的主，我
們需要尋求祂的旨意，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為教會發展
的方向以及各項事工禱告。願意聖靈更新洪恩家眾肢體
的生命，讓我們認罪悔改，過主所喜悅的生活。 



 

 

4. 19/2(日)下午 2：30 關顧部出隊，求神為我們預備人
心，讓人願意聆聽福音，並且認識主更多。又求聖靈
與我們同在，賜我們聰明智慧去見證主和分享救恩。
願意主的名得著一切的榮耀和頌讚。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實習神學生彭秀芹姑娘禱告，求主幫助彭姑娘能夠
透過讀神學更認識神。在學習過程中，求主賜她好的記
性以及理解能力。又求主賜福彭姑娘，讓她在教會的服
事能夠榮耀神，成為人的祝福。 

 

 

III. 錦宣事工 

1. 請為差傳部禱告，新的一年當教會恢復正常以後，求主
幫助錦宣家能夠關注本地以及海外差傳的需要。 

2. 求主幫助錦宣家積極地開拓停頓了三年的差傳宣教服
事。 

 

 

IV. 宣教 

1. 懇請為黃國輝、唐美寶信徒宣教士祈禱：i）新的英語少
年主日學可以服侍更多在英國土生土長的華人下一代。
ii）神賜福各小組查經，將完成約瑟生平，二月份開始查
考馬太福音。願更多的弟兄姊妹参加查經小組，學習並
遵行神的話。 

  



 

 

 
2022 年度 

 

 
 
 
 

 
累計一月份四週奉獻：$8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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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023(日) 5/2/2023(日) 

主席 張浩輝 梁熙縵 

講員 陳一華牧師 曾敏傳道 

領唱 李雲鳳 陳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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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玉芬 黃裔焜 

司事 1.倪曉琳、2.黃婉玲、3.梁玉珍、4.余群玉 1.張潔雲、2.余少群、3.李淑瓊、4 倪曉琳 

襄禮 1.鄧潤暢、2.劉世雄、3.鄧秋萍、4.馮靜雯 / 

音響/影視 梁悅華、彭蕊玲、梁晚珠、楊艷娟 梁悅華、彭蕊玲、譚慧玲、楊艷娟 

祝福 陳一華牧師 / 

插花 馮靜雯 倪曉琳 

當值堂委 劉世雄 鄧秋萍 

兒童崇拜 彭彭、潘潘 潘潘、王穎倫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 

12 月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121,320.00 85,811.50 

趙姑娘醫療奉獻 20,500.00  

開支   

人事 49,352.00 16,527.00 

導師費  53,189.00 

租金 42,500.00  

電費及電話費 8,887.00  

本地跨文化 3,000.00  

青少年事工 3,500.00  

區聯會會費 5,872.00  

會計系統 3,425.00  

趙姑娘醫療費用 70,400.00  

其他 23,822.00  

盈虧： -68,938.00 16,095.50 

聚會人數 
(人) 

1 月 22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 / 

主日崇拜 40 8 

兒童崇拜 3 / 

一週祈禱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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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 141,820.00 210,758.00 

累積 1,756,251.00 1,524,629.00 

結餘 231,622.0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124,000 

 

 

 

1 月 22 日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2311 100  W.SP0101 1,000  具名奉獻 5,000  

2502 1,000  Wong07 500  常費奉獻 1,069  

PF007 2,500  YYK 1,000    

PYL 10,000  兒童崇拜 31    

    總額 2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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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