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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假拜 

 

這次的分享題目，是啟發自一次相同題目的靈修資料，叫我思想到自己如何敬拜我們

的神。借用同一的題目，希望同大家思想到我們如何回應聖誕這節期。 

 

當進入 12 月，很多人就開始表達，今年的「聖誕氣氛」如何。但一般所指的「聖誕

氣氛」又是指到甚麼？聖誕節將到，人們又期望如何渡過今年的聖誕？ 

 

當留意到人們表達的內容，「聖誕氣氛」多是指到市面的商場、店舖，甚至居住大廈

的大堂等，所出現的一些「疑似」聖誕節的裝飾，又或是與經濟掛鉤，在聖誕節期間

市面的消費氣氛，外遊或訪港的人數等。為何我說「疑似」聖誕節的裝飾，因為這些

裝飾差不多與我們在聖經學習到，要記念耶穌降生的日子，是風馬牛1，不相及。 

 

人們談及的「聖誕氣氛」，大多與聖經對耶穌為世人降生一事，已全無關係！這就是

不信的人群對聖誕節的聯想。但對已經相信了的信徒，大家所想到的，又與未信的世

人有分別嗎？ 

 

這令我想到一節大家很熟識的經文(出埃及記 32:4)，當亞倫照人民的要求作神像，經

文有如此的記載；亞倫從他們手裏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們

就說：「以色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亞倫及人民明明知道那一位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他們卻是不聽神藉摩西向他們

所說的話，竟然用自己的方法去造了一「神像」，並用自己的方法去拜他！這就是「真

神假拜」！ 

 

2016 年的聖誕節期，大家感受到應有的「聖誕氣氛」嗎？大家預備了在這普世都宣

稱的聖誕節期中，如何見證我們的救主耶穌，他已經為我們降生了。教會有不同的報

佳音活動，你有參與嗎？或你在今年的聖誕節期中，又預備了甚麼來見證救主已經為

世人降生？以致世人能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耶穌已經為我們降生的聖誕氣氛。 

 

陳志輝先生 

                                                 
1 除了馬廐、馬槽、聖誕樹及天使，這已經少有用在「聖誕節的裝飾」之物。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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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心靈獻給主 (普天頌讚 842 首) .......................... 眾  立 

2) 基督降世完成救贖，基督降世完成救贖， 

唱阿利路亞，唱阿利路亞，基督降世完成救贖。 

4. 宣召 ...................... 詩篇 80 篇 1, 3, 17-18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領約瑟如領羊羣的以色列牧者啊，求你側耳而聽！ 

  在基路伯之上坐寶座的啊，求你發出光來！ 

應：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啟：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你為自己所堅固的人子。 

應：這樣，我們就不背離你；求你救活我們，讓我們得以求告你的名。 

5. 讚美 ................................. 傳揚佳音 (普天頌讚 171 首) .............................. 眾  立 

** 到山嶺上去傳揚，越過山岡到各地方；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基督降生。 

1) 當牧羊人在夜間，看守安靜羣羊，忽見照耀滿天空，神聖明亮大光。 ** 

2) 眾牧人驚慌害怕，因見大地之上，眾天使天軍高唱，慶賀救主降生。 ** 

3) 在那卑微馬槽裏，謙卑之主降生；在快樂聖誕早上，真神賜下救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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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歌頌 .............................基督卑微誕降 (普天頌讚 173 首) .......................... 眾  坐 

8.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7 章 10-16 節 ................................... 眾  坐 

馬太福音 1 章 18-25 節 

9. 獻詩 ................................ 牧人和天使 (偉大真光 29 頁) ............................. 詩  班 

10. 奉獻 ...............................祢生為萬民 (普天頌讚 174 首) ............................ 眾  坐 

11. 見證 ......................................... 陳明霞姊妹 (早堂) ....................................... 眾  坐 

連思樺姊妹、盧麗銀姊妹 (午堂) 

12.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1 章 26-55 節 ................................... 眾  坐 

13. 信息 ................................................. 以神為樂 ............................................... 眾  坐 

14. 回應 ...............................有福的確據 (生命聖詩 414 首) ............................ 眾  立 

1) 有福的確據，耶穌屬我，我今得先嘗天堂的榮耀！ 

為父神後嗣，已得救贖，從聖靈得生，寶血洗淨。  ** 

2) 完全順服主，快樂無比，天堂的榮耀，顯在我心裏； 

天使帶信息，由天降臨，傳報主憐憫，述説主愛。  ** 

3) 完全順服主，萬事安寧，我在救主裏，喜樂滿心懷； 

時刻仰望主，儆醒等待，滿得主恩惠，浸於主愛。  ** 

** 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 

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 



 

 

 

 
15. 家事、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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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總幹事姚添壽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24/12 晚 7 時半於教會內舉行佳音綜合晚會，晚會後 9 點往藍田地鐵站及

附近屋苑報佳音/往尖沙咀。 

4) 25/12 早堂（上午 9:00）、午堂（上午 11:30）聖誕崇拜，下午 2 時浸禮、

轉會禮和嬰孩奉獻禮，名單如下： 

浸禮：葉崇基、雷君昊、胡偉亭、夏振傑、黃永賢、林恩庭、楊曉晴、 

   王少雯、余詠霞、馬君思、馬君蕙、連思樺、陳明霞、劉小麗、 

   盧麗銀 

灑禮：方俊生、周秋、周瑾 

轉會禮：王金珠、林景輝、徐潔玲、張立基、黃家成、黃嘉鳳、劉瑞琼 

嬰孩奉獻禮：毛泓竣、毛靖雯、黃思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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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由 2017 年 1 月 3 日起，逢週二晚上 7:30，麥牧師在副堂舉行祈禱查經班，

研讀〈創世記〉，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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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佩冰牧師將於 12 月 20-22 日放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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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殿樂 ............................................. En Grand Je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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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添壽牧師 姚添壽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朱滔聰執事 朱滔聰執事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讀經: 周鈺貽姊妹 袁麗娟姊妹 周鈺貽姊妹 黃翰濤弟兄 余愷迪姊妹 林湛基弟兄 余愷迪姊妹 呂潔儀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鄭　琦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黎美滿姊妹 張元娜姊妹 何玉燕姊妹 林燕芬姊妹 李淑蓮姊妹 陳可媚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張滿嬌姊妹 方子仁弟兄 雷瑞玉姊妹 顧建德弟兄 劉　匡姊妹 黃曉媚姊妹 謝月芬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温麗儀姊妹 彭秀群姊妹 鄧民亮執事 曾偉珩弟兄 戴志遠弟兄 余文耀執事 楊彼得弟兄

影音: 曾偉珩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楊芷瑩姊妹 葉蔓菲姊妹 李育如姊妹 吳兆隆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張漢榮執事 雷偉勝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葉佩鈴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林義妹姊妹 朱滔聰執事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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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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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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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誕日（金／白）(12月25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18日) 

本月奉獻累積: $331,860  (包括發展及購堂: $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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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54

本週獻花: 李英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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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2016年11月 總數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482,068         410,568   8,000       14,500     4,000       1,500       43,500         

現金支出 529,977         439,201   1,000       -               3,000       5,000       81,776         

現金淨流入/(流出) (47,909)         (28,633)    7,000       14,500     1,000       (3,500)      (38,276)        

月底現金結存 1,465,515      452,234   413,570   654,760   (4,600)      (2,600)      (47,849)        

月底未償還貸款 3,534,843      2016年11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  財務摘要  ********************************************

按基金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