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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君 

 

  將臨期的意義是預備心靈敬候主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讓我們反思自己的信仰，

並預備自己的心迎接耶穌基督的再來。近年來聖誕節的氣氛日趨商業化和世俗化，故

信徒應重尋將臨期的意義，專注於我們信仰中基督道成肉身的重要事實。 

 

  以賽亞書的記載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

的肩頭上；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九 6） 

 

  近年香港出現許多的爭拗，「政改」、「佔中」、「驅蝗」、「反水客」等，令

人心紛亂，期盼和平。 

 

  在聖經裡有很多描寫基督豐富救恩的名詞，其中一個在新舊約中經常出現的名

詞是「和平」（平安），「和平」指人與神和好、人際關係的重建，還有為人帶來內

心平安與行事上的亨通等。和平當然也少不了國際與社會中止息干戈，和好相處；而

基督十字架成就的和平是「......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西

一 20）因此和平就是神藉基督十架救贖所成就的。 

 

  主耶穌基督是世界的光，照耀黑暗世界，祂是和平的君，所以只有主耶穌基督才

可以帶給我們希望與和平。「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和平的

路上」(路一 79)。在現今社會充滿衝突，基督和平的福音是人所需要的，亦唯有主耶

穌才可以改變人心，帶給人和平。 

 

  基督降世，目的是帶來和平，叫人與神和好、人與人和好。基督徒是上帝國度的

公民，因此，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責任藉著生活的見證和福音的廣傳，到處去帶給

現代人最需要的：「和平」與「平安」。 

 

  讓我們一同重尋將臨期的意義，記念主的降生，並預備心靈迎接基督的再臨，把

希望與和平的信息帶到人間每個角落。 

 

鄧綺雯姑娘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點燃燭光 ......................... 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 眾  立 

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短頌 ...............................榮耀屬基督 (普天頌讚 830 首) ............................ 眾  立 

榮耀屬基督。頌讚歸基督。 

4. 宣召 ..................................... 路加福音 1 章 46-50 節 ................................... 眾  立 

啟：馬利亞説：我心尊主為大； 
應：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啟：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應：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為聖。 
合：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5. 讚美 ................................. 快樂良辰 (生命聖詩 105 首) .............................. 眾  立 

1) 信徒快醒，歡迎快樂良辰，當年今日，救世之主降生， 
起來崇拜，主愛奇妙無窮，天使天軍也曾歡欣歌頌， 
先向世人報告喜樂佳音，道成肉身由童貞女誕生。 

5) 奇妙大愛，拯救失喪罪人，願常反覆思想上主宏恩， 
追想聖嬰為我付上代價，卑微馬槽直到痛苦十架， 
靠主恩助跟隨救主腳踪，直到歸回聖潔華美天宮。 

6) 歡欣盼望與天軍齊頌揚，救恩同慶，凱旋之歌共唱， 
同來記念救主今日誕生，無限榮耀將要充滿四方， 
不斷歌頌主愛救贖鴻恩，永遠讚美天上全能君王。 

6. 祈禱 ................................................................................................................. 眾  立 

7. 歌頌 ................................. 救主降生 (生命聖詩 101 首) .............................. 眾  坐 

8.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35 章 1-10 節 ................................... 眾  坐 

馬太福音 11 章 2-11 節 

9. 獻詩 ......................... 奇妙的禮物 (何等權能大奇妙 69 頁) ....................... 詩  班 

10. 奉獻 ................................. 滿懷喜樂 (生命聖詩 108 首) .............................. 眾  坐 

11. 見證 ......................................... 夏振傑弟兄 (早堂) ....................................... 眾  坐 

馬君蕙姊妹、馬君思姊妹 (午堂) 

12.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1 章 5-7, 10-13, 23-28, 57 節 ....................... 眾  坐 

13. 信息 ........................................... 兩個女子的故事 ......................................... 眾  坐 

14. 回應 ...............................我心稱頌主 (普天頌讚 142 首) ............................ 眾  立 

1) 我心稱頌主偉大，讚歎祂行奇事；我靈以神為歡樂，祂使我靈復興。 
在神面前蒙大恩，祂不看我為卑；世世代代當歌頌，響應天使讚美。 

2) 上主憐憫施拯救，保護信靠子民；展開大能的臂膀，驅散狂傲的人。 
強權者必遭敗落，謙卑升高蒙恩；富足的，一無所有；飢餓，飽足充盈。 

3) 上主信實，必記念亞伯拉罕後嗣，慈愛眷顧以色列，實現盟約應許。 
我心稱頌主偉大，讚歎祂顯奇工；我靈以神為歡樂，祂使我靈復興。 



 

 

 

15. 公禱、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12 月家庭團契聚會為親子戶外活動。歡迎有興趣參加的家庭向相關組長

查詢及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 

3) 12 月教會的聖誕活動安排如下(請祈禱守望、並預備心參加及領人赴會)： 

11/12 下午參與匯景花園之聖誕匯演，由粵曲班獻唱福音粵曲 

16/12 晚 8 時以利沙團往藍田康瑞苑報佳音 

17/12 下午 2 時基督少年軍往長者中心報佳音 

24/12 晚 7 時半於教會內舉行佳音綜合晚會(福音性聚會) 

24/12 晚 9 點往藍田地鐵站及附近屋苑報佳音/往尖沙咀 

      (12 月 13 及 20 日(二)晚上 7:30-8:30 於 103 室練習) 

25/12 早、午堂聖誕崇拜，下午 2 時浸禮 

4) 執事會於 12 月 14 日(三)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新舊執事預留時間出席，

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5) 本年度第二次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轉會

禮及嬰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今日截止報名。 

6) 2016-2017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開始，課程如

下，弟兄姊妹可索取課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級別 題目 導師 

基礎 承先啟後的僕人 (I) 鄧綺雯姑娘 

中級 智慧詩篇 孔啟源先生 

進階 宗教心理學與處世智慧 麥志成牧師 

初中主日學 奇妙的耶穌 劉皓然弟兄 

高中主日學 烈火先知 梁小儀姊妹 

7) 教會將於 2017 年 1 月至 6 月舉辦「三元福音倍進佈道」訓練課程，邀請

清楚重生得救、對傳福音有負擔並於本堂聚會超過一年的弟兄姊妹參加，

詳情可向尚牧師及孔先生查詢。今日截止報名。 

8) 公禱：將臨期盼望主快再來 

約翰福音 14 章 1, 3 節：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 

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那裏。 

普天頌讚 624 首：指望上主禧年禱文 

16.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7. 殿樂 ......................................... O Little One Sweet ....................................... 眾  坐 

 

默禱、散會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二   星期六   主日 

以諾長者團契 2:00 pm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星期三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長者查經班 3:00 pm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姚添壽牧師 姚添壽牧師

主席: 林瑞萍姊妹 林瑞萍姊妹 朱滔聰執事 朱滔聰執事

讀經: 張于力弟兄 區惠娟姊妹 張于力弟兄 區惠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袁麗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黃翰濤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招待: 楊妙玲姊妹 高燕麗姊妹 方子仁弟兄 鄒小敏姊妹 鄭　琦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黎美滿姊妹 張元娜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辛列卿姊妹 麥寶儀姊妹 李麗梅姊妹 陳景安弟兄 張滿嬌姊妹 方子仁弟兄 雷瑞玉姊妹

當值: 余文耀執事 李德恩弟兄 莊偉棠弟兄 曾建恆弟兄 麥淑容姊妹 温麗儀姊妹 彭秀群姊妹 鄧民亮執事

影音: 梁志強弟兄 梁睿熙弟兄 劉焯凡弟兄 林溢謙弟兄 曾偉珩弟兄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楊芷瑩姊妹

執事: 麥穎珊執事 林禮標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梁銘章弟兄 葉佩鈴姊妹

插花: 鄭穎儀姊妹 林義妹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司琴: 佘敏樺姊妹 佘敏樺姊妹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梁振平弟兄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李偉倫弟兄 梁振平弟兄

温柔: 文玉玲姊妹 麥穎珊執事 施慧君姊妹 文玉玲姊妹 麥穎珊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林溢敏姊妹 吳碧珠姊妹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林溢敏姊妹 吳碧珠姊妹

喜樂: 黃鑾鳳姊妹 鍾偉貞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黃鑾鳳姊妹 鍾偉貞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18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1日) 

本月奉獻累積: $204,305  (包括發展及購堂: $38,600)

每月奉獻目標: $48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204,305

本週獻花: 黃翰濤弟兄、邱頌詩夫婦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