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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年 

 有說基督教的「教會年」是源於猶太人的「宗教年曆」，就是以「逾越節」為開始， 

按舊約聖經所記的節日，叫以色列人記得神的作為，按時過節來提醒自己。基督教的 

「教會年」則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在一年時間內，重溫耶穌一生的事蹟，接著耶穌的出

生、受難、釘十字架，死而復活、升天與聖靈降臨的次序來作為每年的節期， 

透過節期教會特別的佈置，使信徒把信卸帶到生活中，使教會傳統得以延續。 

 

 「教會年」雖然環繞節日，但卻是把一年分為六期：將臨期（Advent）、聖誕期

（Christmas）、顯現期（Epiphany）、預苦期（Lent）、復活期（Easter）、聖靈降臨期

（Pentecost），一期緊接一期，意思也就是把生活與信仰融為一體，每天都與神同行， 

並不單在節日。 

 

 「教會年」也可以看作把一年分為兩半，前半段（將臨期到復活期）以基督的降生和

受死復活為核心，後半段（聖靈降臨期）著重於信徒在基督裡的生命成長。每一段節期，

教會都有特別的佈置，多不同顏色來作主體，包括講壇、傳道人、詩班的服飾， 

多出現於所謂「禮儀教會」中，也就是歷史較悠久的宗派，至於較「新興」的教派， 

通常都不大注重這些傳統。 

 

 或許我們也不大強調安息年，大家的日曆可能都已填滿了工作、考試、外遊、重大人

生事項，再沒有空間再插入「教會年」，這也正是「教會年」對今天的作用，就是提醒我

們在繁忙的現代生活中，神應佔什麼位置？我們或許沒法照節期過嚴格的屬靈生活，不過

神卻常在我們左右，就在我們生活中與我們同行。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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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短頌 ............................ 預備上主道路 (普天頌讚 126 首) ........................... 眾  立 

當預備上主道路。當預備上主道路，萬國萬民都瞻見我主我神救恩。 

4. 宣召 ............... 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第一主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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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讚美 ................................ 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7 首） .............................. 眾  立 

   1) 惟獨耶穌是我信息，惟獨耶穌我所傳揚； 

   我要永遠高舉耶穌，惟獨耶穌我所仰望。  ** 

   2) 惟獨耶穌是我救主，我眾罪過祂代擔當； 

   惟獨耶穌使我稱義，日日賜我所需力量。  ** 

詩班：3) 惟獨耶穌使我成聖，脱離自我，罪污洗清， 

   惟獨耶穌賜下聖靈，充滿我心，靈命豐盛。 ** 

   4) 惟獨耶穌醫我疾病，一切軟弱主代擔當， 

   祂的復活豐盛生命，祂的肢體皆能分享。  ** 

   5) 惟獨耶穌我所等候，儆醒注意再來呼聲， 

   仍是耶穌，只有耶穌，耶穌永是我的一切。 ** 

   ** 惟獨耶穌，永遠耶穌，我心讚美，我口傳揚， 

   救我醫我，使我成聖，榮耀救主，再來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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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篇 25 篇 1-10 節 ....................................... 眾  坐 

耶利米書 33 章 14-16 節 

9. 獻詩 ...................... 基督，世界真光 (聖頌選集第 7 冊 3 首)..................... 詩  班 

10. 奉獻 ............................. Tis so sweet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 眾  坐 

11.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2 章 8-14 節 .................................... 眾  坐 

12. 信息 ................................................. 顛覆的主 ............................................... 眾  坐 

13.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4. 聖餐 ........................... I call to Thee Jesus Christ (Bach) ........................... 眾  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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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撒母耳記上 27 至 31 章、撒母耳記下 1 至 2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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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福蔭團契於 12 月 8 日下午 2 時至 4 時有專題講座，由癌聯主席伍儒敬博士

主講。題目「靈 down 妙藥」，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4)  2019 年 1 至 3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初稿)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崇拜

職事人員季會將於 12 月 9 日上午 10:2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的肢體預留

時間出席，共商聖工。當日成人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改在 105 室練習。 

5)  教會元旦大旅行將於 2019 年 1 月 1 日（二）舉行，行程包括：大澳文物酒

店、新基橋、小食街及東涌古炮台。已開始接受報名，收費如下： 

* 成人：每位 200 元  

* 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18 年歲或以下學生：每位 100 元 

* 兩歲或以下幼童（佔車位、不佔餐位）：每位 100 元 

弟兄姊妹請參閱貼於圖書閣對出間隔上之海報。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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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2 月 24 日平安夜晚上七時至九時，成人詩班聯同樂器小組將在藍田地鐵站內 

及滙景花園平台報佳音，歡迎弟兄姊妹一同參與。參加者需出席兩次練習：

12 月 15 日下午 5:00-5:45、12 月 23 日下午 2:00-3:15，報名或查詢可聯絡 

楊頴君執事。 

8)  錢敏琪姊妹之父親錢富先生於 11 月 19 日離世，定於明天下午 5 時於萬國殯儀

館三樓慈恩堂守夜；星期二在哥連臣角火葬場進行安葬。求主安慰其家人。 

9)  會友羅淡吟姊妹於 11 月 24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訂於 12 月 6 日晚上 7:30 在

香港殯儀館二樓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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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殿樂 ...................................... Verse (Peter Hurford) .................................... 眾  坐 

 

默禱、散會  

 

  



 

 

 
 

 

 
 

 

 

講道應用 

在今年聖誕節期中，讓我們重新再思主基督降生的奇妙安排；那「包著布，臥在馬槽裏」

的記號，怎樣顛覆了我們的價值觀？並檢視如何能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基督卑微、溫和的

形象，改變自己一直靠人的智慧作掌舵，換上一顆順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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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鄭佑生牧師 鄭佑生牧師

主席: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陳永祐弟兄 陳永祐弟兄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鄭穎儀姊妹 雷書昊弟兄 蔡小鳳姊妹 陳　諾弟兄 甄志賢弟兄 陳　諾弟兄 黃佩貞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鄺淑芬姊妹 林溢輝弟兄 鄺淑芬姊妹

招待: 鄭　琦姊妹 何艷愛姊妹 康　全弟兄 周潔頤姊妹 林文蓮姊妹 鄧柏齡弟兄 繆迺頌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蔡月媚姊妹 賴文湘姊妹 文玉玲姊妹 黎鳳英姊妹 陳景安弟兄 辛列卿姊妹 李麗梅姊妹 盧麗雯姊妹

當值: 馬君思姊妹 莊偉棠弟兄 丘嘉敏姊妹 林志剛弟兄 張錦雲姊妹 葉德誠弟兄 古海劍弟兄 招楚筠姊妹

影音: 陳朝發弟兄 王月珊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美珍姊妹 郭浩賢弟兄 李芷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其銘弟兄

執事: 王偉樂執事 雷偉勝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林月娥姊妹 楊彥君姊妹 冼文儀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盧穎君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林曉潼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盧穎言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余凱琳小朋友 馬曉思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陳俊希弟兄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陳俊希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黃鑾鳳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葉翠蓮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葉翠蓮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林淑容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9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2月2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45,537 (包括發展及購堂: $42,600) 上週奉獻總數: $92,848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馬君蕙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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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