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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基督君王節—賀祂為王 

 
  今天是教會年最後一個主日「基督君王節」；它在新一年將臨期開始以先，也作
為整年的高峰：信徒預演慶賀基督以榮耀之君王再來。 
 
  據福音派禮儀學者 Webber 的考究：基督君王節其實源自現代。它在 1925 年設
立，作為抗衡現代世俗化的方式。藉著指出基督最終統領世上萬國萬民、以及整個宇
宙，教會裝備百姓以正確的心智對待聖誕節—嬰孩來為我們的罪死，制伏所有邪惡力
量，作主並掌管祂的整個創造！ (參《時間歷久常新-教會年曆與靈命塑造》，基道出
版，2014。) 
 
  我們熟悉的崇拜學者譚靜芝博士也曾直言，「基督君王節」是信徒在地上預演基
督重臨地上與眾聖徒作王的一天！在這期望中，我們在靈性上得到形塑：當親眼目睹
(信心眼睛)榮耀之主從雲彩中降臨；藉著向全權全能的大君王基督慶賀及屈膝主前，
我們邀請這位掌管宇宙及歷史的主宰，不單在我們生命中居首位，更在我們思想、感
覺和行動之中，顯明是我們生命中唯一的主，並存活潑的信心等候主再來！ 
 
  記得上月以色列之行中，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旁發現有不少基督徒的墓地。好奇
問問導遊這裡的墓地價錢如何時，她說愈來愈貴了，因為當地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會
在聖殿山降臨，他們都想成為首批復活的信徒呢！當然我們會認為這是迷信，但想深
一層，我倒欣賞他們的「信」：主必定會回來，並期盼著自己是首批見主面的信徒！ 
 
  你我今天的信心如何呢？我們有否已準備好迎見主基督及慶賀祂作王呢？想到
猶太人現今仍渴望著彌賽亞的到來，我們會為他們感到悲哀的同時；我們有否為自己
雖在救恩中有份，卻仍視救主為陌路人而感到可惜呢？當記念主曾說：「離了我，你
們就不能作什麼？」(約 15:5 下) 
 
  活在這動盪的末世中，必須確定生命的錨緊接著耶穌基督，我們才能有信心及勇
氣，堅強地過日子。下星期日就是新一年的教會年開始，願意我們今天就邀請主耶穌
作生命的王，並祈求祂引導我們的步伐，穩固地展開新一年的屬靈之旅。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太 5：8）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基督君王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向主唱新歌 (普天頌讚 795 首) ............................ 眾  立 

唱，向上主呈獻一新歌，一新歌。 

歡欣歌唱，頌讚奉獻，當感恩、歡樂，稱頌上主聖名。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3. 宣召 ................................. 基督為王 (普天頌讚 327 首) .............................. 眾  立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祂是榮耀的王！ 

4. 讚美 .............................高唱榮耀之歌 (普天頌讚 324 首) .......................... 眾  立 

1) 齊來高唱榮耀之歌，普世全地酬應諧和：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基督開闢新道永活，高升榮登真神寶座。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2) 聖徒羣體列隊頌唱，橄欖山岡同立其上，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忠心信徒舉目仰望，基督高升威儀堂皇。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3) 上主！導我歸家路向，振奮我心嚮往天鄉，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基督與父寶座同享，至高獨一萬王之王。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間奏) 

4) 復活基督榮升高天，全地同心讚美呈獻，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基督國度恆存永遠，三一：父、子、聖靈同尊。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耶穌是主 (普天頌讚 325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95 篇 1-7 上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以弗所書 1 章 15-23 節 

8. 獻詩 ................................. 基督禧年 (普天頌讚 330 首) .............................. 詩  班 

9. 奉獻 ................................. 基督再臨 (普天頌讚 329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2 章 1-6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主基督三個身分的確認 ................................... 眾  坐 

12. 回應 .............................威嚴神聖之名 (普天頌讚 323 首) .......................... 眾  立 

   1) 威嚴神聖之名，奧祕高深莫測，天使侍立敬奉萬世之君， 

 至高權柄能力，光輝、榮耀、尊貴；同伏於主智慧，基督耶穌—我主！ 

   2) 掌人命運神子，亙古永恆真神，天父將祂大愛傾注罪人； 

 看哪！神行奇事，差遣獨生愛子成就救贖旨意，基督耶穌—我主！ 

默想：3) 加略山救贖主甘願重價擔負，得勝黑暗權勢，伊甸回復； 

 降生為救萬民，釘身十架捨命，躺臥冰冷墳塋，基督耶穌—我主！ 

   4) 一切王權之宗，永恆不滅之光，天堂、永生保證，福樂天邦； 

 得贖蒙恩子民，讚美歌聲不停，同頌基督威名，基督耶穌—我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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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元旦大旅行已開始接受報名，有關詳情請參閱海報。12 月 3 日截止。 

3) 「香港福音盛會 2017」佈道大會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一連四場假香

港大球場舉行，請肢體守望禱告，求神使用聚會祝福未信主的港人。如已

邀約親友參加的肢體，可向教會同工索取門票。（可向鴻福堂索取門票） 

4) 2018 年 1-3 月崇拜職事輪值表已張貼於接待處，請弟兄姊妹查閱。職事

大會將於 12 月 10 日早堂崇拜後召開，請所有相關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

共商聖工。 

5) 12 月聖誕節活動和聚會如下-- 

12 月 23 日下午 2-4 時詩班和基督少年軍探訪兩間護老院 

12 月 24 日下午 2-4 時聖誕感恩見證及音樂呈獻分享會 

12 月 25 日上午十時聯合聖誕崇拜及洗禮 

請肢體記念，並預留時間出席，同向為我們降生的基督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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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7) 2018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額為$300 或

以上。 

8) 本堂會友曾偉珩弟兄父親曾慶祥先生喪禮於 12 月 5 日在萬國殯儀館地下

孝思堂守夜，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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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世界真光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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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早晞姊妹 呂潔儀執事

司琴: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高燕麗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黎美滿姊妹 張元娜姊妹 陳惠霞姊妹 張穎明姊妹 梁淑敏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李翠碧姊妹 黃曉媚姊妹 邱頌詩姊妹 譚富霖弟兄 辛列卿姊妹 鄭慧芝姊妹 黎鳳英姊妹

當值: 林景輝弟兄 麥永佳姊妹 呂君達弟兄 林志剛弟兄 蔡文嫦姊妹 温燕玲姊妹 丘嘉敏姊妹 朱麗麗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李雪葵姊妹 吳兆隆弟兄 鄭慧芝姊妹 曾偉珩弟兄 李芷珊姊妹 徐俊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張漢榮執事 林禮標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楊彥君姊妹 鄒念龍弟兄 林義妹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月娥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司琴: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林曉潼小朋友 戴紀君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廖煦瑤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李燕怡執事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黃麗堅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2月3日) 聖餐基督君王日（白／金）(11月26日) 

本月累積奉獻: $333,164  (包括發展及購堂: $37,000) 上週奉獻總數: $68,554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羅楚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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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