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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聖誕節是一個「愛」的時刻 

 還看日曆今主日已踏入將臨期第四主日，在距離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還有

六天 ; 雖然在西方基督教會傳統，聖誕節期可長達十二天，乃從十二月二十五日

開始至一月五日。可是世界各地的人在更早時候便迎接聖誕節的來臨，就像上個

月有機會看到有線電視新聞報導，臨近聖誕，美國緬因州一個滑雪度假區，聚集

了一批聖誕老人提早「送暖」。逾二百三十名穿著紅色衣褲、戴上紅色帽和白色鬍

子的聖誕老人，拿著滑雪裝備乘坐吊車上山，然後浩浩蕩蕩從雪地滑下來。目的

為當地推廣教育康樂活動的組織籌款。而且每一位協助籌款的參加者每人需要為

機構捐出 20 美元，想不到如此微小又特別的慈善活動共籌得逾 4600 美元。 
 

這則新聞不禁令我想起於十一月有十五名高小級兒童主日學生報名參加課堂

舉辦之探訪長者及送飯行動，是次愛心服侍行動由教會一位姊妹幫忙與嗎哪餐廳

社企協調下聯合舉辦，以致十五名高小級兒童主日學生得以順利參與是次關懷社

區祝福行動。作為兒童主日學導師在當日見到十五名兒童主日學生只經過一堂的

事前探訪訓練，便能在餐廳中各就各位及各按各職協助社區貧困長者量血壓、分

析血壓指數量表、細心解釋及勸喻長者留意健康飲食、教導長者做運動、探訪獨

居長者及為有需要長者送飯行動等。在那一舜間忽然覺得這群從幼稚園便來教會

返主日學生在關懷服侍他人上變得很成熟和不斷進步成長起來。他們已不再只是

受人服侍，乃是效法主的愛去服侍他人。 
 

然而聖誕節期在紀念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降臨，同時也在呼喚著我們步履基

督在二千幾年前降世成人，為要讓世上未認識祂的人獲得愛的救贖。所以在聖誕

節期是一個與親朋吃大餐及互送禮物的時刻 ; 也是一個去關懷及服侍未信主之

人愛的時刻。 
 

「 Christmas is a time, Christmas is a time,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 (X2) 

We often start to worry and people get upset, 

If things don't go alright on Christmas day. 

What we should remember all the push and shove 

Is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如經上所記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一 4:19)。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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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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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短頌：主耶穌，求光照 (光之週期 5 頁 第三節) 眾坐 

來，主耶穌，賜安憩，賞賜喜悅永不息。 
求將歡樂、愛賞賜，虔誠候主應許再臨。 

4. 宣召：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第四主日) 眾立 

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 

合：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5. 讚美：救主耶穌親臨 (普天頌讚 158 首) 眾立 

1 齊唱迎主樂歌，救主耶穌親臨！ 

 天上寶座大君－昔日應許萬民； 

 來負眾生罪惡、憂愁，為人緣故與魔戰鬥。 

2 統管生死之君－救主耶穌－親臨！ 

 吹氣展主權威，死亡敗退無形； 

 離墓勝死，復生凱旋，惠賜救拯、醫治恩泉。 

3 統治萬有之君－救主耶穌－親臨！ 

 邦國執政權勢歸降伏拜神明； 

 我主除滅罪、死管轄，顯彰屬天國度廣大。  (間奏) 

4 馬槽誕降之君，羞恥十架之主！ 

 謙恭同心敬拜，尊榮主名聖譽， 

 眾心歡樂，引頸歡迎，號角鼓聲宣：“主降臨！”(間奏) 

5 聯同蒙贖萬軍，清心伏主跟前， 

 永生上主眾子－皆屬救恩供獻， 

 同頌主愛救拯權能，神名同尊直到永恆。 

6.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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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歌頌：父愛誕生 (普天頌讚 148 首) 眾坐 

1 聖子早由父愛誕生，早於宇宙未完工； 
 主是首先，也是末後－萬物創始更成終； 
 古今後世萬象紛紜，主是源流主是宗，千秋萬載永無窮！ 
2 天之高處均當拜主，天軍均當頌主功； 
 地上邦國均當敬主，上主、君王共尊崇； 
 萬口頌揚不容靜默，眾聲頌主當和同，千秋萬載永無窮！ 
 (間奏) 
3 聖父、聖子以及聖靈－三位一體世之宗，萬眾稱揚感謝上主， 
 永遠清響震蒼穹；榮耀、威嚴、宏大權能， 
 永遠得勝建奇功！千秋萬載永無窮！阿們！ 

8. 誦讀經文 眾坐 

彌迦書 5 章 2-5 上 (舊約 1395 頁) 

2 伯利恆的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雖小， 
 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者； 
 他的根源自亙古，從太初就有。 
3 因此，耶和華要將以色列人交給敵人， 
 直到臨產的婦人生下孩子；  
 那時，他其餘的弟兄必回到以色列人那裏。 
4 他必倚靠耶和華的大能，倚靠耶和華－他 神之名的威嚴， 
 站立並牧養，使他們安然居住；因為現在他必尊大，直到地極。 
5 這位就是和平。 

 

希伯來書 10 章 5-10 節 (新約 354 頁) 

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 
 「祭物和禮物不是你所要的，但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7 那時我說：看哪！我來了，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神啊！我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8 以上說：「祭物和禮物，以及燔祭和贖罪祭， 
 不是你所要的，也不是你喜歡的。」 
 這都是按著律法獻的。 
9 他接著說：「看哪！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見他除去在先的，為要立定在後的。 
10 我們憑著這旨意，藉著耶穌基督， 
 僅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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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詩班獻詩：願地上平安 (聖頌選集《12》34 頁) 眾坐 

願地上平安，地上平安，和平之君面前得平安： 

救主恩臨，在和平君面前，紛爭衝突消除！ 

願地上平安，地上平安，和平君，和平之君面前得平安：
救主恩臨，在和平之君面前，紛爭衝突消除！地上平安，
地上平安，苦惱、患病者感恩眷， 

愁苦不再困擾軟弱的心靈─ 

再獲安寧！快樂的光芒燦耀眾心靈，眾心得光輝， 

冷淡、幽暗獲慈愛普蔭庇願。 

10. 奉獻：Infant Holy, Infant Lowly 眾坐 

11. 見證：黃智開弟兄-早堂，張嘉瑩姊妹-午堂 

12.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1 章 18-23 節 (新約 3 頁) 眾坐 

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給約瑟，
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當眾羞辱她， 

 想要暗地裏把她休了。 

20 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說：
「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馬利亞娶過來， 

   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22 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23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13. 信息：以馬內利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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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回應：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 (青年新歌 5 首) 眾立 

一個古老真愛的見證，基督真光指引！ 

甘降生世間賜恩同行，唯耶穌祂走近！ 

祂受苦復生配得權能，帶領跟祂足印， 

直到戰爭終止，得勝再一次得勝！恩主必跟你走過。 

良朋同伴可知：心內孤單、困慮，恩主耶穌祂可把你拯救！ 

藏在大愛中，安穩於恩翅下，躺身主懷抱裡，一生穩妥！ 

15. 家事 眾坐 

16.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7. 殿樂：O Come, All Ye Faithful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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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讀經: 林洛琛弟兄 鄭愛勤姊妹 林洛琛弟兄 蔡小鳳姊妹 方早晞姊妹 李燕怡姊妹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曉晴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曉晴姊妹

招待: 李燕怡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黃嘉康弟兄 古惠月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黃菁菁姊妹 黃香娣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黎蓮妹姊妹 莫綺湘姊妹 盧麗雯姊妹 李翠碧姊妹 呂玉潔姊妹 李敏池弟兄 邱頌詩姊妹

當值: 甄志賢弟兄 鍾志堯弟兄 余穎欣姊妹 馬君思姊妹 麥淑容姊妹 馬君蕙姊妹 曾偉珩弟兄 鄧民亮弟兄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雷君昊弟兄 陳志立弟兄 李雪葵姊妹 雷偉勝執事 梁睿熙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林禮標弟兄 余文耀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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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　- -　-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讀經: -　- -　- 盧穎言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司事: -　- -　- 董明懿小朋友 李卓恩小朋友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陳可媚姊妹 林溢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朱美儀姑娘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朱美儀姑娘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誕後第一主日（金）(12月26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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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
堂聚會。 

2)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網上讀經計劃《何西阿書》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
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
生活中實踐。 

4) 12 月 21 日本堂辧工時間為上午 9:00-下午 4:00。 
5)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一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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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禮：韓錦清、丘天宋、張嘉瑩、林浩恩、唐美雲、 
   鄭灝德、張銘揚、何子健、蘇國明、黃智開 
嬰孩奉獻：許以心、連婧雯、陳思律、林允康 

6)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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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理
收支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及支
援堂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
應徵者須具備 LCCI 中級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
經驗；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
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
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8)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9) 會友何石肖碧姊妹(何林義妹姊妹之家姑)安息禮定於 12 月 19

日傍晚 6:30 在世界殯儀館博愛堂舉行，12 月 20 日早上 10:00
於和合石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傳道人江慕慈姑於 12 月 28 日-31 日放假。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