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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主日聖誕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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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利路亞 (普天頌讚 829 首) .............................. 眾  立 

4. 宣召 ...................................... 羅馬書 16 章 25-27 節 .................................... 眾  立 

啟：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 
  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祕，堅固你們的心。 
  這奧祕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 
  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 
合：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一全智的神，直到永遠。阿們！ 

5. 讚美 .................................. 天使歌唱 (生命聖詩 99 首) ............................... 眾  立 

1) 高空天使齊歌唱，野地遍滿美妙聲， 
高山峻嶺回聲響，天使樂歌共奏鳴。 ** 

4) 天地君王主耶穌，甘願降卑臥馬槽， 
萬族萬民當歡唱，救主榮耀王降生。 ** 

** 榮耀祂，榮耀歸最高神，榮耀祂，榮耀歸最高神。 

6. 頌禱 .............................尊崇讚頌禱文 (普天頌讚 150 首) .......................... 眾  立 

啟：耶穌，永活真神兒子、聖父榮耀的光輝、永恆之光， 
應：主，我們讚美祢！ 
啟：耶穌，榮耀的大君王、公義的日頭、童女馬利亞所生之子， 
應：主，我們讚美祢！ 
啟：耶穌，奇妙策士、永在的父、和平之君， 
應：主，我們讚美祢！ 
啟：耶穌，心裏柔和謙卑，我們的幫助與避難所， 
應：主，我們讚美祢！ 
啟：耶穌，和平的上主、眾人之友、生命和聖潔的根源， 
應：主，我們讚美祢！ 
啟：耶穌，窮人的兄弟、無窮的美善、無盡的智慧， 
應：主，我們讚美祢！ 
啟：耶穌，好牧人、真光、我們的道路與生命， 
應：主，我們讚美祢！阿們。 

7. 歌頌 .................................. 齊來崇拜 (生命聖詩 88 首) ............................... 眾  坐 

8.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 章 46-55 節 ................................... 眾  坐 

9. 獻詩 ..............................儆醒，萬民！ (偉大真光 47 頁) ........................... 詩  班 

10. 聖景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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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布偶劇 ............................................. 從天而降 ............................................... 眾  坐 

13.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2 章 2 節 ....................................... 眾  坐 

14. 信息 ............................................. 見證耶穌降生 ........................................... 眾  坐 



 

 

 
15. 回應 .................................. 普世歡騰 (生命聖詩 89 首) ............................... 眾  立 

1) 普世歡騰，救主降臨！全地接祂為王；萬心為主預備地方， 
宇宙萬物歌唱，宇宙萬物歌唱，宇宙，宇宙萬物歌唱。 

4) 主以真理，恩治萬方，要在萬國民中，彰顯上主公義榮光， 
主愛奇妙豐盛，主愛奇妙豐盛，主愛，主愛奇妙豐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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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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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 月 26-27 日（週一至二）為聖誕節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兩天，請弟

兄姊妹留意。 

4) 31/12 下午 2 時半至 3 時半於副堂舉行兒童崇拜導師交流會，請曾任或現

任的服侍肢體抽空出席，為兒崇的發展方向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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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輝先生將於 12 月 28-30 日放年假。 

8) 尚佩冰牧師將於 12 月 29-31 日放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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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殿樂 ............ Angels from the Realms of Glory by Henry T. Sm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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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余愷迪姊妹 林湛基弟兄 余愷迪姊妹 區惠娟姊妹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何玉燕姊妹 鄭　琦姊妹 李淑蓮姊妹 陳可媚姊妹 楊美美姊妹 李燕怡執事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顧建德弟兄 劉　匡姊妹 黃曉媚姊妹 謝月芬姊妹 李翠碧姊妹 蔡月媚姊妹 梁廣深弟兄 莫雪貞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戴志遠弟兄 余文耀執事 楊彼得弟兄 周錦照弟兄 葉德誠弟兄 余穎欣姊妹 羅志威弟兄

影音: 葉蔓菲姊妹 李育如姊妹 吳兆隆弟兄 夏振傑弟兄 蔡加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李建業弟兄 雷君昊弟兄

執事: 張漢榮執事 雷偉勝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司數: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插花: 朱滔聰執事 林二妹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梁頌康弟兄 梁頌康弟兄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黃浩恩弟兄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躍鑫姊妹 文玉玲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誕後第一主日（白／金）(1月1日) 聖餐聖誕日（金／白）(12月25日) 

本月奉獻累積: $406,545  (包括發展及購堂: $7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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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86

本週獻花: 伍浩基弟兄、黃潔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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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