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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崇拜程序 

聖誕節崇拜 (金)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有一嬰孩為眾而生 (光之週期 40 頁) 眾坐 

有一嬰為眾而生；有一子應許賜下。祂名必稱作： 
「奇妙策士、全能神」，奇妙聖名：「永在的天父，和平之君！」 

3. 宣召：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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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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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歡騰 (普天頌讚 167 首) 眾立 

1 普世歡騰！救主下降，大地接她君王； 
 惟願眾心預備地方，諸天萬物歌唱， 
 諸天萬物歌唱，諸天，諸天萬物歌唱。 
2 普世歡騰！主治萬方，民眾首當歌唱； 
 沃野、洪濤、山、石、平原響應歌聲嘹亮， 
 響應歌聲嘹亮，響應，響應歌聲嘹亮。 
3 罪惡憂愁不容再長，荊棘毋容育養； 
 咒詛消亡，恩福主降，到處主澤流長， 
 到處主澤流長，到處，到處主澤流長。   (間奏) 
4 主藉真理恩治萬方，要使萬邦證明 
 上主公義發放榮光，主愛奇妙莫名， 
 主愛奇妙莫名，主愛，主愛奇妙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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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祈禱 眾立 

6. 歌頌：主愛掌權！ (普天頌讚 160 首) 眾坐 

1 主妙愛已彰顯！深廣奧妙莫名！祂信實永堅定！主愛掌權！ 
 賜福多不勝數，主愛豐富完全，復活得勝死權！主愛掌權！ 
 歡欣祈禱盼和平恩福，祂將滿足一切心渴慕， 
 活出美善可愛，讚美天天湧流，敞開心靈祈求，主愛掌權！ 
2 獨生子祂賜下，道來此成為人，萬世因祂沾恩！主愛掌權！ 
 殊榮都歸於祂，大地諸天歌唱，讚美我主我王！主愛掌權！ 
 所有門戶開啟歡迎主，聖民按主應許得地土。 
 主景星導前行，仍然普照萬民，萬代無窮無盡，主愛掌權！ 

7.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52 章 7-10 節 (舊約 1087 頁) 

7 在山上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息，傳揚救恩， 
 那人的腳蹤何等佳美啊！他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 
8 聽啊，你守望之人的聲音，他們揚聲一同歡唱； 
 因為他們必親眼看見耶和華返回錫安。 
9 耶路撒冷的廢墟啊，要出聲一同歡唱； 
 因為耶和華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贖了耶路撒冷。 
10 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臂，地的四極都要看見我們神的救恩。 

 
 約翰福音 1 章 1-14 節 (新約 139 頁) 

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3 萬物都是藉著他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 
4 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過光 
6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 
7 這人來是為了作見證，是為那光作見證，要使眾人藉著他而信。 
8 他不是那光，而是要為那光作見證。 
9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 
10 他在世界，世界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11 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並不接納他。 
12 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13 這些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 
 也不是從人的意願生的，而是從神生的。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光。 



 

 

4 

 

8. 詩班獻詩：讚美萬君之君 (聖頌選集《1》10 頁) 眾坐 

讚美萬君之君，歌頌祂救恩，在祂聖所讚美祂稱揚祂美名！ 

諸天當歡欣，全地應應當喜樂，因主來臨，在祂面前當歡欣，

「哈利路亞。×8」眾天使歡欣，萬國亦當喜樂，因主來臨， 

在祂面前當歡欣，哈利路亞。 

9. 聖景 眾坐 

10. 奉獻：平安夜 (普天頌讚 156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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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伯利恆的野外有牧羊人，夜間值班看守羊群。 

9 有主的一個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人就很懼怕。 

10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看哪！因為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 

 那就是給你們的記號。」 

13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15 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說： 

「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告訴我們的。」 

16 他們急忙去了，找到馬利亞和約瑟，還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裏。 

17 他們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18 聽見的人都詫異牧羊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19 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裏，反覆思考。 

20 牧羊人回去了，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就歸榮耀於神，讚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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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信息：為你們生了救主 眾坐 

13. 回應：向人傳開 (青年新歌 4 首) 眾立 

1 微小火花已經足以令愛火點起， 

 圍於火堆四周，轉瞬便覺得溫暖。 

 全彷似上帝恩愛，當感到衪的愛： 

 你必將那無比的愛，傳遍世上萬人。 

2 回春明麗美景─喜見樹吐出嫩芽， 

 如歌無盡鳥聲，花競艷四周飄香； 

 全彷似上帝恩愛，當感到衪的愛： 

 似春光美，你想歌唱，傳遍世上萬人。   (間奏) 

3 由衷祈願你可得我獲到的欣喜─ 

 無論何樣處境，倚靠上帝的恩惠； 

 從山嶺上我呼喊，使普世都知道： 

 神犧牲愛，我深知道，傳遍世上萬人。慶賀主受膏為王命聖詩
96 首) 眾立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聖誕佳音(普天頌讚 15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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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洗禮崇拜 

 
主禮：麥志成牧師、陳志輝牧師 主席及讀經：江慕慈姑娘 

司琴：陳雅媛姊妹 訓勉：陳志輝牧師 

1. 宣召：羅馬書 6 章 4 節 (新約 233 頁) 眾立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是要我們行事為人都有新生的樣子， 

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2. 歌頌：我要歌頌救贖恩主 (青年聖歌 III 4 首) 眾立 

1 我要歌頌救贖恩主，主愛我何等深廣， 

 主在十架忍受痛苦，捨生命使我釋放。  ** 

2 我要傳述奇妙經歷，我如何蒙主拯救， 

 主以慈愛豐盛憐憫，白白付價洗罪尤。  ** 

3 我要讚美親愛恩主，傳揚祂得勝大能， 

 使我勝過一切罪惡，出死亡進入永生。  ** 

4 我要歌頌救贖恩主，祂對我仁愛慈悲， 

 使我重生得享天福，與我主作神後嗣。  ** 
 
** 要歌頌我救贖恩主，為救我寶血淌流； 

  在十架為我受痛苦，還罪債使我自由。 

3. 祈禱 眾立 

4. 見證：鄭灝德弟兄、唐美雲姊妹 眾坐 

5. 訓勉經文：創世記 1 章 31-2 章 4 節 (舊約 4 頁) 眾坐 

1:31 神看一切所造的，看哪，都非常好。 

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六日。 

2: 1 天和地，以及萬象都完成了。 

 2 到第七日，神已經完成了造物之工， 

就在第七日安息了，歇了他所做一切的工。 

 3 神賜福給第七日，將它分別為聖， 

因為在這日，神安息了，歇了他所做一切創造的工。 

 4 這就是天地創造的來歷。 



 

 

 

6. 訓勉：分別為聖 眾坐 

7. 嬰孩奉獻禮：許以心、連婧雯、陳思律、林允康 眾坐 

8. 洗禮：韓錦清、丘天宋、張嘉瑩、林浩恩、 眾坐 

唐美雲、鄭灝德、張銘揚、何子健、 
蘇國明、黃智開 

9. 唱詩：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 (青年聖歌 II 21 首) 眾坐 

1 那是何等奇妙，奇妙日子，那日我永不忘記， 

 當我還在黑暗路中流離，我就遇見主耶穌； 

 祂是何等溫柔憐憫良友，祂滿足我心需求， 

 黑雲已遠蕩，我要快樂傳講，祂將一切黑暗驅走。  ** 

2 由聖靈而生有屬天生命，歸入神聖的家庭， 

 因加略山的愛得稱為義，何等福氣與光榮； 

 當我這個罪人來到主前，主就赦免與歡迎， 

 接受主所賜那極大的福祉，祂救了我，讚美主名。  ** 

3 如今我已有了確實盼望，當世上時日過去， 

 將來在天我有穩妥居所，是極華美的住處； 

 就是因為那奇妙的日子，在十架下我信靠， 

 永遠的福氣，極豐富的賞賜，從祂寶貴手中接受。  ** 
 
** 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在十架上救主使我完全， 

 我罪已經洗清，黑夜已轉為光明，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 

10. 祝福 眾立 

11. 執事，同工拍照 

12. 自由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