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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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5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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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00：4-5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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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語團契獻詩 ----------- 榮耀哦榮耀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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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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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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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建造神的家》  

  哈該書 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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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榮光普照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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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100：4-5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

他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

實直到萬代。 

 

 

敬拜讚美  
 
 

《當向上主敬拜》 
 

進入神聖美地，要讚頌、要感謝，當向上主敬拜。 

讚頌神至美善，至偉大、至奧妙，當向上主敬拜。 

屈膝、敬拜、擊鼓、彈琴頌讚， 

舉手、讚美極力讚頌。 

跳舞、踏步、揮手、讚美我主， 

鼓掌、歡呼、高歌稱讚父神。 



 

 

 

《主的愛》 
 

1. 願主的愛與你同在，無論你在何方， 

願祂祝福你心靈安康，祂的愛如淙淙流水， 

願你分享祂這愛，在那漫漫的黑夜見主光。 

祂的愛如淙淙流水，願你分享祂這愛， 

以你愛，還祂愛，永相愛。 

 

2. 與主同在心靈輕省，更覺主愛無量， 

主的愛如活水甘霖充滿我。願我天天跟隨神， 

定要盡心愛恩主，仰望各各他山上主榮光。 

願我天天跟隨神，定要盡心愛恩主， 

愛慕祂，跟隨祂，永屬祂。 

 
 
 

《我們成為一家人》 
 

我們成為一家人，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成為神國的子民。 

因著耶穌得潔淨，因著耶穌入光明， 

因著耶穌同享復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悅，同在主愛中連結， 

因著耶穌同受豐盛的產業。 



 

 

泰語團契獻詩 
 

《榮耀哦榮耀》 
 

榮耀哦榮耀，萬王之王！ 

聖潔尊貴美麗，是我們的王！ 

我要屈膝向祢敬拜讚美， 

用心靈敬拜，高舉主名！ 

是我唯一的主，公義的主， 

祂在全地宇宙中掌權！ 

 

 

 

 

 

講題：起來，建造神的家 

經文：哈該書 1：1-15（和修版） 
 

1:1 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華的話藉哈該先知向撒

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

祭司傳講，說： 

1: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

候還沒有到。」 

1:3 耶和華的話藉哈該先知傳講，說： 

1:4 「這殿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 

1:5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1:6 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吃，卻不得飽；喝，卻

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領工錢的，領了工錢卻裝

入有破洞的袋中。 



 

 

1: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1:8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

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1:9 你們盼望多得，看哪，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

就吹去。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

只為自己的房屋奔走。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1:10 所以，因你們的緣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產。 

1:11 我命令乾旱臨到土地、山岡、五穀、新酒、新油和地上

的出產，也臨到人和牲畜，以及一切人手勞碌得來

的。」 

1:12 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

祭司，和所有倖存的百姓都聽從耶和華－他們神的話，

就是哈該先知奉耶和華他們神差遣所說的話；百姓在耶

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 

1:13 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華差遣對百姓說：「我與你們

同在。這是耶和華說的。」 

1:14 耶和華激發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約撒答的

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和所有倖存百姓的心，他們就來為

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神的殿做工。 

1:15 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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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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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光普照》 

 

十架愛戰勝咀咒，存憐憫抹去苦困， 

是祢恩典的光充滿在世間，施拯救。 

讓我敬拜祢歌唱，神完美聖潔尊貴， 

是祢恩典的光光照著我心，不變更。 

 

副歌：  榮光普照全地，神恩豐富完備， 

榮光照耀，驅走晦暗，將心靈再點起。 

求興起我靈命，燃起心底平靜， 

榮光引路，感恩讚美，願生命更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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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日)是聖餐主日，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出席。 

3. 12/3(日)下午 2:30 關顧部出隊傳福音。歡迎弟兄姊妹一同

參與。 

4. 溫馨提示：由於有鼠患，敬請各肢體在教會吃東西後，妥

善處理剩餘食物，放入垃圾箱，或自行帶離教會。 

5. 籌款晚宴：錦宣家心繫吾家 ‧ 再躍動籌款晚宴於 2023年4

月 27 日(四)晚上 7 時科學園 ClubOne，每位 300 元，長者

(65 歲以上)全日制學生及十二歲以下半價。有旅遊車從洪

恩、錦繡花園及大學站接送往返。歡迎踴躍參與，可向潘

潘查詢及報名。 

6. 香港福音盛會：「關心妍 Shine 妍亮福音慈善演唱會」日

期：2023 年 4 月 20 日(四)，時間：晚上 8 時 15 分，地

點：紅磡香港體育館，內容：生命見證、多類型音樂演

出、多媒體製作、救恩信息。可向潘潘查詢及報名。 

7. 李金限姊妹的母親黎甜姊妹於 2月 25日離世，享年 100歲。

求主安慰限姨及其家人。黎甜姊妹的安息禮拜定於 3 月 25 日

(六)下午 12:00 至 3:00 進行。地點是九龍殯儀館，三樓 3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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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老耀雄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

恩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請為長者事工禱告，求主賜長者們一顆渴慕主的心，願

意每天讀經，祈禱，親近主。當長者們讀經的時候，求

主賜他們智慧悟性去明白。又求主賜長者們健壯的身心

靈去面對生活的挑戰。 

3. 12/3 聖餐主日，詩班會獻詩。求主加能賜力與指揮、詩

班員和司琴，讓他們在當天有美好的獻呈。也求主帶領

弟兄姊妹去思念主救贖的大愛，願意再次委身，為主而

活。 

4. 12/3 下午 2：30 關顧部出隊﹐求主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出

席，一同傳揚福音，領人歸主。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堂委(福音粵曲導師)鄧秋萍姊妹禱告，求主賜姊妹

智慧去處理每一件事情。求主賜福她家中各人，讓他們

平安，健康，有從神而來的福樂。小兒子 Daniel 一家在

英國生活，求主帶領他們早日信主，走向永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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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

的影響，凡事能夠按真理而行。 

2. 求主賜青年人一顆渴慕神話語的心，願意常常讀聖經和

思考神的話語。 

 

IV. 宣教 

1.   懇請為張日新信徒宣教士祈禱：感謝主，HRDI 已順利

搬遷至新校舍，同工很忙預備新校舍，記念餘下少部分

工程早日完工。求主加力給同工，賜福學員在新校舍學

習和成長，生命因主改變。 

  

 

 

 

 

 

 

 



 

 

牧者之言 | 老耀雄牧師 

這是否你的異象 

 

 教會今年的年題是「渴慕真理、遵行主道」，因此在年初

推行了「讀經計劃」，希望透過推動每日讀經的習慣，讓洪恩

家的肢體在聖經的真理上能夠往下紮根，靈命得以成長，成為

教會復興、被神使用、以及教會增長的基礎。今天距離年初已

有兩個多月，未知大家是否已將每日讀經轉化成為一種習慣，

並從主的話語上領受到源源不絕的動力，更新每日的生命，抑

或感到煩悶、或因著怠懶而放棄，這只會讓屬靈生命原地踏

步，不能回應神的呼召。牧者再一次勸勉大家，千萬不要放棄

或停止建立與神親密關係的任何渠道，因為更新及復興的生命

是需要主的話語不斷提醒及澆灌的，請從新啟動讀經計劃，讓

生命栽種在神的話語中。 

 

教會另一個很關注的問題，是教會的斷層危機，亦是教會

需要面對及解決的問題，教會過往兩年都透過舉辦不同的興趣

班，招募兒童及少年人參與，藉此建立關係，並期望在課程完

結後能將參加者納入教會的體制中，雖有成效，但不顯著，亦

未能轉化成為一種長遠及穩定的牧養及栽培計劃。 

 

因此，教會希望在今年內完成「基督少年軍」的籌備工

作，以「基督少年軍」的架構及制度，去招募區內的兒童及少

年人，有序地培育教會的下一代。 

 



 

 

香港基督少年軍的網頁是這樣介紹自己的：「香港基督少

年軍成立於 1959 年，是一個基督教制服團體，致力培育 3-21

歲之兒童及青少年。透過基督教教育和領袖培訓，栽培青少年

從小建立正面思想和良好品格，以整全訓練栽培他們建立僕人

領袖的心志，期望他們能各展所長，共建充滿活力、和諧友愛

的社會」。 

 

基督少年軍的宗旨，正正能夠幫助洪恩家在牧養兒童及青

少年的過程中，培育他們有一個良好的品格，並且訓練他們成

為教會未來的僕人領袖，洪恩家不單要增加兒童及青少年的

量，也要關心他們的質。因此，基督少年軍的制度及培訓資

源，正正是洪恩家所需要的。教會現時的兒童及少年人聚會，

只有聊聊十數人，更談不上甚麼長遠的牧養及培訓策略。因

此，基督少年軍的建立，是教會的一個異象，是一個牧養及培

訓教會下一代的異象。這異象讓教會願意委身在兒童及少年人

身上，讓他們更早接受福音，更早在神的話語上紮根，亦更早

能參與教會的服事，讓教會年青化。 

 

牧者在此向各位懇切的呼籲，你願意委身在這個異象嗎 ? 

你願意在兒童及青少年事工獻上一分力嗎 ? 基督少年軍的事奉

需要大量的人手才能啟動，包括隊長、副隊長、導師各事奉崗

位。各事奉人員都需要接受主辦單位所提供的訓練，並通過考

核才能在教會開始事奉，事奉人員沒有良好的培訓及裝備，是

不能培育出優秀的下一代的，你願意接受這挑戰嗎 ? 

 

主耶穌曾說過：「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讓我們一起回應

耶穌對我們的呼召吧。 



 

 

 

2023 年度 

 

 
 
 
 
 
 

累計二月份四週奉獻：$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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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023(日) 12/3/2023(日) 

主席 梁晚珠 劉世雄 

講員 曾敏傳道 老耀雄牧師 

領唱 李雲鳳 鄧潤暢 陳妙玲 張浩輝 

司琴 卓銘恩 卓銘恩 

打鼓 / 陳根雄 

司事長 廖玉芬 廖玉芬 

司事 1.潘美雲、2.梁玉珍、3.馮靜雯、4.李立申 1.潘美雲、2.梁玉珍、3.馮靜雯、4.黃婉玲 

襄禮 / 1.鄧潤暢、2.馮靜雯、3.鄧秋萍、4.梁蕙清 

音響/影視 梁悅華、楊艷娟、彭蕊玲、鄭國良 梁悅華、楊艷娟、彭蕊玲、鄭國良、梁晚珠 

祝福 老耀雄牧師 老耀雄牧師 

插花 梁晚珠 倪曉琳 

當值堂委 梁蕙清 梁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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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份 教會(HK$) 社區中心 

收入 99,000.00 80,086.50 

開支   

人事 44,864.00 16,527.00 

導師費  49,601.30 

租金 63,750.00  

電費及電話費 5,928.00  

本地跨文化 4,600.00  

保險 8,086.00  

其他 4,406.00  

盈虧： -32,634.00 13,958.20 

聚會人數 
(人) 

2 月 26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4 / 

主日崇拜 80 10 

兒童崇拜 7 / 

一週祈禱會 / 9 

洪恩堂 2023 年度財務報告(不包括中心部份) 

月份 收入 開支 

一月份 108,900.00 151,276.00 

二月份 99,000.00 131,634.00 

累積 207,900.00 282,910.00 

結餘 -75,010.00 
母堂每月支援洪恩堂的租金及同工薪酬：$97,730 

 

 

2 月 26 日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712 50 AA195 5,100  具名奉獻 10,600  

719 100 CCFYPH 4,600  兒童崇拜 10  

1437 1,000 CKW 1,000  常費奉獻 1,670  

6540 1,000 Wongtm 100    

7652 2,000 YK 2,000  總額 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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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