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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佈佳音的傳統 

早在主後三、四世紀時，已有拉丁文的詩歌講及耶穌基督的降生，不過卻不是專

為了聖誕節而寫，直到十三世紀，意大利亞西西（Assisi）一名苦行修士（以後被天

主教會封聖為「方濟各」的），開始把有關耶穌降生的詩歌應用於聖誕崇拜中，相對

於傳統的念頌（chanting），那些都是充滿歡樂、輕快的詩歌，並且陪襯著耶穌降生

場景表演（聖景 Nativity），深得來參與崇拜的會眾所喜愛，也逐漸在各地盛行起

來。 

 
 不過早期的聖誕詩歌很多都已經失傳了，到十五世紀，英國流行的聖誕詩歌都不

是按聖經的記載，大多是穿鑿附會的情節，所以並不會在教會頌唱，只會在家中逢場

作戲。到十七世紀清教徒（puritans）運動盛行，認為慶祝聖誕不合乎聖經，也變得世

俗化，於是完全停止慶祝聖誕，只有少部份鄉間信徒，仍靜靜的繼續唱聖誕詩歌。 

 
 開始公開報佳音的，竟然不是教會的詩班，而是地方的民間領袖，他們組成小隊

在街上向民眾唱詩歌，也向他們求錢！他們被人稱為「等候者」，因為他們只等候到

聖誕節才出動，漸漸許多樂隊和詩班也參與這種形式的唱頌聖誕詩歌，於是「報佳

音」再次在英國流行起來，許多新的聖誕詩歌就在維多利亞時代湧現。 

 
 現代的報佳音大概盛行於十九世紀，大多是在教堂附近的地方進行，而且是一項

慈善活動，貧窮的詩班員以唱詩來換取食物，以後演變成收集捐助來幫助有需要的

人。報佳音成了教會向世人宣告救主耶穌已降生的途徑，雖然有人認為基督徒不是要

天天都見證主嗎？對，信徒每天都要活出基督的樣式，在聖誕節就更應藉這人盡皆知

的節日，向活在沒有方向、充滿仇恨、沒有盼望的人宣告耶穌帶來的永生盼望，這就

不是天天都有的機會。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將臨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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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會眾：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宣召 ...................... 詩篇 80 篇 1、3、17-18 節 (舊約 843 頁) .................... 眾  立 

主席：1 領約瑟如領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求你側耳而聽！ 

   在基路伯之上坐寶座的啊，求你發出光來！ 

會眾：3 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主席：17 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你為自己所堅固的人子。 

同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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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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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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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卑微馬槽裡，謙卑之主降生； 

 在快樂聖誕早上，真神賜下救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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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小伯利恆 (普天頌讚 168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7 章 10-14 節 (舊約 1006 頁) ...................... 眾  坐 

           馬太福音 1 章 18-25 節 (新約 3 頁) 

8. 獻詩 ................................. 屬天聖言 (普天頌讚 146 首) .............................. 詩  班 

9. 奉獻 .................................. O Holy Night Arr F.Wachs ................................ 眾  坐 

10. 見證 ......................................... 譚美妍姊妹 (早堂) ....................................... 眾  坐 

              鄭潔盈姊妹 (午堂) 

11.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2 章 8-20 節 (新約 88 頁) ......................... 眾  坐 

12. 信息 ........................................... 關乎萬民的救主 ......................................... 眾  坐 

 



 

 

13. 回應 ................................. 萬民奮興 (生命聖詩 491 首) .............................. 眾  立 

1 清晨之光漸明亮，黑暗漸漸消退，大地兒女正甦醒，流出痛悔眼淚。 

海洋之風陣陣吹，帶來遠方消息：眾邦國紛紛聚集，要與郇城對峙。 

2 試看萬民都敬拜我們所愛真神，千萬心靈齊供奉，感謝真神宏恩； 

試看罪人都認罪，願遵福音訓命，同尋求救主賜福，拯救萬國萬民。 

3 但願救恩如江河，向前湧流不息，流遍世界諸國家，如同灌溉荒地； 

直到卑微眾子民，得勝歸回天庭，直到聖徒同宣告：“救主今已來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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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 98-104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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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4 日平安夜晚上 7:45 成人詩班將在滙景花園平台及啓田報佳音，

 同向為我們降生的基督獻上感恩。 

4) 12 月 25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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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禮、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名單如下： 

浸禮：陳志立、周浩邦、鍾禮文、葉子謙、廖文華、吳錫霖、 

   譚佩妍、譚慧妍、譚美妍、鄭潔盈、鍾慧嵐、李思敏  

灑禮：吳振家、季鳳寶 

轉會禮：許經偉、郭瑞芳、劉紹綱、譚家麗、陳蘊儀、周敏儀、 

    馮美賢、温美娟 

嬰孩奉獻禮：林允悅、陳沛翹、陳沛睿 

**請以上弟兄姊妹務必在洗禮前 10 分鐘進入禮堂右邊第一至三行就座** 

5) 12 月 26 日為公眾假期，藍田堂暫停開放。 

6) 2020 年 1 月 1 日元旦大旅行集合時間：上午 9:00，上車地點：藍田茜發道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座位名單已張貼於圖書閣對出間隔上。 

7) 2020 年 1 月 5 日及 12 日將進行 2020 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為明

 年在崇拜事奉的參與禱告。 

8) 傳道人陳志輝先生於 12 月 27 日至 31 日放假。 

9) 傳道人朱美儀姑娘於 12 月 27-28 及 31 日放假。 

10) 幹事陳可媚姊妹於 12 月 27 日至 29 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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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Angels from the Realms of Gl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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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陳朝發弟兄 雷書昊弟兄 朱麗麗姊妹 周鈺貽姊妹 馬君蕙姊妹 周鈺貽姊妹 呂浩然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執事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執事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招待: 梁銘章弟兄 林瑞馨姊妹 黃菁菁姊妹 李敏池弟兄 區惠娟姊妹 鄧柏齡弟兄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陳翠珍姊妹 黃曉媚姊妹 莫雪貞姊妹 黃寶強弟兄 呂玉潔姊妹 李麗梅姊妹 盧麗銀姊妹

當值: 方艾洲弟兄 林景輝弟兄 劉柏堅弟兄 彭秀群姊妹 莊偉棠弟兄 陳惠霞姊妹 張金生弟兄 朱麗麗姊妹

影音: 黃永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蔡加德弟兄 陳其銘弟兄 陳貽添執事 李雪葵姊妹 許偉賢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陳貽添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玉娥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譚梓泓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劉卓言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信實: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黃鑾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誕節期（白／金）(12月29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22日)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11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6,730,636       571,441         499,090    7,700        10,307     10,087      44,257          

現金支出 6,241,839       508,410         452,885    1,000        -               11,000      43,525          

現金流入/(流出) 488,797          63,031           46,205      6,700        10,307     (913)          732               

固定資產 14,164,152     14,164,152    411,497    -                -               -                13,752,655   

銀行及現金結餘 2,805,480       2,805,480      643,798    594,681    980,188   84,590      502,223        

其他資產 57,321            57,321           28,521      -                -               28,800      -                    

按揭貸款 (2,155,635)     (2,155,635)    -                -                -               -                (2,155,635)    

其他負債 (708,752)        (708,752)       (708,752)   -                -               -                -                    
淨資產 14,162,567     14,162,567    375,063    594,681    980,188   113,390    12,09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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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基

金

分

類

上週奉獻總數: $186,546 本月累積奉獻: $535,232  (包括發展及購堂: $51,450)

本週獻花: 楊穎君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O186 主知名 3000 O888 主知名 6000 P185 主知名 2000 P669 主知名 3000 Q526 主知名 500
Q995 主知名 2000 R209 主知名 2000 R402 主知名 20000 R551 主知名 10000 R559 主知名 3000
R578 主知名 500 S159 主知名 6000 S175 主知名 1000 S393 主知名 500 S417 主知名 3000
S495 主知名 4500 S558 主知名 1000 S653 主知名 3100 T035 主知名 3000 T047 主知名 300
T069 主知名 100 T180 主知名 2000 T219 主知名 1000 T284 主知名 1000 T387 主知名 2000
T466 主知名 500 T467 主知名 700 T469 主知名 8000 T663 主知名 1000 T709 主知名 2000
T725 主知名 12000 T726 主知名 12000 T727 主知名 300

慈惠 : P185 主知名 1000 R578 主知名 200
感恩 : N931 主知名 1200 O186 主知名 500 O331 主知名 200 P669 主知名 1000 Q432 主知名 1000

Q945 主知名 300 R402 主知名 20000 R578 主知名 500 S027 主知名 100 S159 主知名 1000
S175 主知名 1000 S512 主知名 200 S558 主知名 500 T386 主知名 600 T466 主知名 300
T663 主知名 1000 T728 主知名 500

發展 : O888 主知名 6000 P185 主知名 2000 R402 主知名 10000 R578 主知名 300 T697 主知名 1500
差傳 : Q995 主知名 100 S175 主知名 1000
教育 : Q930 主知名 2000 Q995 主知名 100 T213 主知名 800 T468 主知名 500
鮮花 : T293 主知名 600 T388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