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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 2章 14節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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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宣召 ................. 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聖誕前夕) ............... 眾  立 

啟：我們燃點燭光，象徵基督—世界之光來臨。 

應：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主的道。 

啟：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應：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就是“上主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啟：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應：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 

應：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説的。 

啟：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應：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滿有恩典和真理。 

4. 讚美 ...........................奇妙靜夜主恩臨 (普天頌讚 177 首) ........................ 眾  立 

   1) 寧靜夜空萬籟同響，樂韻奇特爭鳴； 

 頃刻一星發射異采，衝破諧協，天幕難蓋，宇宙改變更新。 

   2) 智者本愛萬物諧和，熟悉天象、星圖， 

 發現夜空景象變遷，上主再譜新曲和弦，世人得主賜福。 

詩班：3) 地上笛音歸於沉寂，樂韻再不聽聞； 

 恩光夜空輝照明亮，世俗樂音不復迴響，恭聽天使詔聲。 

   4) 牧人心胸頓然廣開，靜聽榮耀詩篇； 

 上主聲音仿天遼闊，何竟自限嬰孩啼哭，降臨客滿小店。 

   5) 此夜聞見粗獷巨響，干擾大地安寧， 

 宇宙樂章止息細聽，好把節奏協調和應嬰孩心律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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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回應救主誕生 (普天頌讚 178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 章 26-38 節 ................................... 眾  坐 

羅馬書 16 章 25-27 節 

8. 獻詩 ..................... 君尊重臨地上 (耶穌為愛紆尊降卑 36 頁) ................... 詩  班 

9. 奉獻 ............................上主無窮大愛 (普天頌讚詩 89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以賽亞書 8 章 1, 22 節、9 章 1-7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黑暗中見曙光 ........................................... 眾  坐 

12. 回應 ................................. 主是真光 (普天頌讚 100 首) .............................. 眾  立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頌揚，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主是真光，我們歡欣頌揚，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歡欣歌唱，同呼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歡欣歌唱，同呼主是真光，我們歡欣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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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及洗禮，請肢體依時出席，同來敬拜為我們

降生的主基督。 

3) 本年度第二次洗禮、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名單如下： 

浸禮：梁文耀、林滿泰、呂浩然、吳麗珍、盧麗雯、何惠敏、何少鳳、 

   張頴明 

灑禮：尹蓮娣、彭熾、馬才成、李汝芬 

轉會禮：楊桂蓮、繆迺頌、尚佩冰、林翠美、陳麗碧、郭善甄 

嬰孩奉獻禮：蔡紫晴、鍾溢恩 

4) 12 月 26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5) 教會即將成立由 9 人組成的「堂主任及牧師接班人跟進委員會」，委員會

成員分別是同工 3 人：麥牧師 、尚牧師、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執事 3

人：雷偉勝執事、李婉貞執事、陳可媚執事；及會友 3 人。有興趣參與這

委員會事工的會友可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報

名，由執事會邀請加入。如人數過多，由執事會決定。 

6) 1 月 1 日大旅行集合時間上午 9:00 茜發道上車。 

7) 教會於明年（1 月 1 日）開始推行「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以每日一

章進度方式進行，並會提供每章簡單經文闡釋，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8) 2018 年崇拜的年題為「同心合一崇敬永活神」。為配合年題，崇拜將有一

些整合：逢單月的第一主日，午堂將與青崇合一崇拜；逢雙月第三主日，

早、午堂將與兒崇合一崇拜。敬請肢體/家長留意。 

9) 2018 年開始，長者的以諾團契將更改聚會時間為逢週二上午 10:00 至

11:30。請肢體留意。 

10) 本堂會友楊穎君姊妹和鄧可瑩弟兄（啟德平安福音堂）於 12 月 31 日下午

2:45 在本堂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11) 陳志輝傳道於 12 月 27 至 29 日放假。 

12) 執事會已聘任劉麗梅姑娘為本堂部分時間傳道，劉姑娘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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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Angels from the Realms of Glory By Henry T. Smart 1813-79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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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讀經: 李芷珊姊妹 顧建德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周家揚弟兄 林恩庭姊妹 林燕芬姊妹 林恩庭姊妹 甄志賢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林義妹姊妹 林瑞馨姊妹 黃嘉鳳姊妹 林碧蓮姊妹 陳惠霞姊妹 高燕麗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陳景安弟兄 張淑敏姊妹 李麗梅姊妹 盧麗銀姊妹 梁廣深弟兄 袁麗嬋姊妹 文玉玲姊妹 吳友蓮姊妹

當值: 戴志遠弟兄 甄志賢弟兄 招楚筠姊妹 馬志國弟兄 李德恩弟兄 麥淑容姊妹 曾建恆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影音: 葉蔓菲姊妹 周　溢弟兄 郭　宏弟兄 陳喜洋弟兄 陳貽添弟兄 陳卓欣姊妹 林殷宏執事 鄭心怡姊妹

執事: 林殷宏執事 林禮標執事 張漢榮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楊彥君姊妹 鄒念龍弟兄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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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譚梓泓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司事: 梁諾希小朋友 馬曉詠小朋友 譚梓泓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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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黃鑾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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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誕後第一主日（白／金）(12月31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24日) 

本月累積奉獻: $529,115  (包括發展及購堂: $89,800) 上週奉獻總數: $2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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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嘉銘弟兄、梁嘉禾弟兄、羅志威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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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