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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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日)    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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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 詩 117：1-2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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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粵曲隊  ---------- 十架主恩眷；神恩頌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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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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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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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這樣地委身……》  
  路加福音 19：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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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2 
 

萬國啊，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萬族啊，你們都要頌讚他！因為
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信實存到永遠。哈利路亞！ 

 
 
敬拜讚美  
 

《聖哉，聖哉，聖哉》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清晨歡悅歌詠高聲頌主聖恩， 

聖哉，聖哉，聖哉！恩慈永無更改， 

榮耀與讚美，歸三一真神。 

2. 聖哉，聖哉，聖哉！群聖虔拜俯， 

各以華麗金冠，呈奉寶座之前。 

千萬天軍、天使，虔敬崇拜上主， 

昔在而今在，永在萬萬年。 

 

 

《注目看耶穌》 

 
凡勞苦重擔，當親近耶穌，必享安息，必得滿足。 

凡饑渴慕義，來尋求耶穌，必享甘泉，必得飽足。 

副歌： 注目看耶穌，定睛看耶穌， 

聖潔公義主，十架上耶穌， 

注目看耶穌，定睛看耶穌， 

謙卑親近主，跟著祂同步， 

跟著祂同步。 



 

 

《祢的愛不離不棄》 
 

沒有一個憂患，耶穌不能擔當。 

沒有一個痛苦，耶穌不能背負。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祢而來， 

滿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祢名的人。 

祢的愛總是不離不棄，憐憫如江河湧流， 

在我敵人面前擺設筵席，使我的福杯滿溢。 

祢的愛總是不離不棄，時刻將我環繞， 

祢必永遠紀念與我所立的約， 

使我領受豐盛的恩典。 

 

 

福音粵曲獻唱 

 

《十架主恩眷》          

 
世上傳頌愛，頌讚基督愛，永遠感主愛，願永生相伴隨，要靠
着基督，人人同受愛，報答主恩厚，唱出感恩句，天天讀聖
經，充滿快樂趣，高唱，讚頌愛，禱告，滿樂趣，充滿主愛，
主恩幸福，永遠共享厚愛讚頌愛。嘆未能盡算，十架主恩眷，
救世主之愛人間少見，救贖深恩為人人來奉獻，信靠基督脫
罪。人生改變，天天倚靠基督，得永受寵眷，享永遠快樂宴，
當信靠最上算，休再拖延，速速悔改信靠耶穌永遠無恨怨。偉
大神上帝，願你多恩眷，永遠歡喜快樂，從今不憂怨。我仰望
基督為人人來奉獻，信靠基督脫罪，從今變完全，得享永生，
天國復相見，主救世愛未變，當信靠無恨怨，休再拖延，應當
誠心信靠，罪得赦免最上算。 

 



 

 

《神恩頌》          填詞人：何柏岐 

 
山川偉壯，萬里銀河艷，花間彩蝶舞，雁飛叢林見，晚霞吐輕
煙，朗月掛天邊。艷陽朝復見，江心輕舟濺，頌讚神奇妙，基
督紆尊降生人前現。樂韻鏗鏘，謝主情重，耶穌罪擔肩；信賴
有恩典，約誓兩心堅，千秋萬代，耶穌愛相牽。世上真光隆情
現，天天讚美上帝恩典，萬世萬世主愛復憐。福樂一生常存，
真愛無斷，樂年年！齊來歌唱，歡呼聲響遍，頌讚人前，宣講
福音，賜福樂滿添。共證恩深，謝主情續，耶穌十架顯，往事
化輕煙，快樂每一天，歡欣共聚，琴瑟舞翩翩。賜下天家隆情
現，一生銘記上帝恩典，頌讚頌讚主愛萬年。福樂一生常存，
歡樂年年，真愛無斷，歡呼聲震天！ 
 
 
 
講題：我要這樣地委身…… 
經文：路加福音 19：1-10（和修版） 
19:1  耶穌進了耶利哥，要從那裏經過。 
19:2  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是個財主。 
19:3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材又矮，

所以看不見。 
19:4  於是他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要從

那裏經過。 
19:5  耶穌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

今天我必須住在你家裏。」 
19:6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 
19:7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然到罪人家裏去住

宿。」 
19: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

若勒索了誰，就還他四倍。」 
19:9  耶穌對他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

罕的子孫。 
19:10  人子來是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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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張天和牧師本主日傳講信息，願主賜福。  

2. 請大家繼續為老耀雄牧師祈禱，求神賜下豐厚的醫治恩
典。另外，因老牧師仍需要住院接受進一步治療，教會母
堂人事組已接納堂主任曾牧師建議，由子堂曾敏傳道出任
洪恩堂負責人，協助處理老牧師病假期間的教會事務，曾
牧師及母堂會全力協助洪恩堂及曾傳道的各方面需要。  



 

 

3. 請大家為教會幹事潘惠敏姊妹祈禱，在住院期間，有耐性
接受治療，並減輕洗傷口時的痛楚。 

4. 3 月 21 日(二)暫停讚美操。 

5. 4 月 9 日(日)的復活節崇拜，亦是福音主日，請各肢體積極
邀請新朋友到來認識基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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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敏傳道查詢及報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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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李金限姊妹的母親黎甜姊妹的安息禮拜定於 25/3(六)下午
12:00-3:00，九龍殯儀館三樓 303 室進行。求主安慰限姨
及其家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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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陳韋安牧師所宣講的信息，讓洪

恩家弟兄姊妹更認識和渴慕神。 

2. 求主賜福眾團契，讓他們在人數和屬靈生命的質素上可
以不斷的提昇。求主感動教會的新朋友加入團契，與其
他肢體建立相交的生活，彼此鼓勵，同奔天路。 



 

 

3. 9/4(復活節)是福音主日，求主感動弟兄姊妹帶領未信主
的親友赴會，認識我們寶貴的救主耶穌基督。請為當日
的講員曾敏傳道禱告，求主膏抹她的口，讓她清晰而有
力地講出福音的信息，領人歸主。 

4. 求主記念 26/3(日)下午的堂委會，保守我們所做的每一
個決定都是合乎神心意的。求主感動教會的同工和堂委
常常尋求和明白神的旨意，帶領教會走在神的心意中。 

5. 感恩老耀雄牧師轉去普通科病房以後，情況向好。求主
繼續看顧和醫治他，減輕他的不適。又求主恩待師母以
及兩個孩子，讓他們在這個非常時期有力量去面對一切
的挑戰。 

6. 教會幹事潘惠敏姊妹因為身體不適而需要在屯門醫院留
醫。求主大大的醫治她，讓她能夠盡快康復。在休養期
間，求主賜福潘潘，讓她能夠經歷到主的同在，聽到主
的聲音，滿有能力去面對健康上的挑戰。 

 

II. 關顧事工  

1. 請為堂委馮靜雯姊妹禱告，感恩姊妹考車成功了。求主
賜福姊妹的工作、家庭以及教會生活，讓她事奉得力，
榮神益人。 

 

III. 錦宣事工 
1. 請為兒童部禱告，最近有不少同學患病發燒，求主醫治

他們，讓他們盡快康復。求主保守兒童部的孩子們能夠
健康地成長。 

2. 求主賜福幼稚級導師，讓他們身心靈健壯，事奉得力。 
 

IV. 宣教 

1. 懇請為梁祖永，杜燕玲專職宣教士祈禱：求神使用他們
成為衪施恩典的管子，成為有需要的人的幫忙。 



 

 

 
 
2023 年度 

 

 
 
 
 
 

累計三月份二週奉獻：$5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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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023(日) 26/3/2023(日) 

主席 黃華娟 黃美連 

講員 張天和牧師 陳韋安牧師 

領唱 鄧潤暢 楊桂芬 張浩輝 李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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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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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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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張天和牧師 陳韋安牧師 

插花 陳妙玲 馮靜雯 

當值堂委 梁蕙清 梁蕙清 

兒童崇拜 潘玉蘭、彭彭 李立申，彭彭 

數點獻金       張浩輝、曾敏傳道、鄧潤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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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2 日 

現場 網上 

主日學 5 / 

主日崇拜 87 12 

兒童崇拜 6 / 

一週祈禱會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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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2 日洪恩堂奉獻名單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0144 1,500  1227 1,500  具名奉獻 2,100  

0326 500  GIOGIU 500  兒童崇拜 36  

819 1,500  YYK 1,000  常費奉獻 2,834  

    總額 1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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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