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陳志輝牧師  

傳道：  麥志成牧師、尚佩冰牧師（義務）江慕慈傳道、何美寶傳道 

     何執道傳道、羅藹誼傳道（部份時間） 

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    幹事：陳可媚姊妹                加入通訊錄 

  



 

 

2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崇拜程序 

 聖誕節崇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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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你榮光 (光之週期 III 46 頁) 眾坐 

道成肉身榮光，住我中間滿真理、恩典，從父上帝差來， 

見證真光源。我眾瞻祢榮光。 

4. 宣召：羅馬書 16 章 25-27 節 (新約 247 頁) 眾立 

25 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 

 並照歷代以來隱藏的奧祕的啟示，堅固你們。 

26 這奧祕如今顯示出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令， 

 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民，使他們因信而順服。 

27 願榮耀，藉著耶穌基督，歸給獨一全智的神，直到永遠。阿們！ 

5. 讚美：齊來崇拜 (生命聖詩 88 首) 眾立 

1 齊來，忠信聖徒，大家喜樂盈盈，齊來，一齊來， 

 大家上伯利恆；來朝見聖嬰，天使君王降生。     ** 

2 天使詩班歌唱，頌聲喜樂洋洋，光明眾天軍， 

 都來高聲頌揚：“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真神。”  **  

3 我眾虔誠恭賀，救主今日降生，榮耀，眾榮耀， 

 全歸於主聖名；大哉父真道，在肉身中顯明。    ** 
 
** 齊來崇拜我救主，齊來崇拜我救主。 

 齊來崇拜我救主，耶穌基督。  ** 

 

6.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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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歌頌：天使歌唱 (生命聖詩 99 首) 眾坐 

1 高空天使齊歌唱，野地遍滿美妙聲， 

 高山峻嶺回聲響，天使樂歌共奏鳴。  ** 

2 牧人，有何大喜慶？為何樂歌唱不停？ 

 有何大喜訊傳播，令你唱出天上歌？  ** 

3 伯利恆城朝聖嬰，天使歌唱祂降生， 

 齊來屈膝，同仰望基督救主新生王。  **  (間奏) 

4 天地君王主耶穌，甘願降卑卧馬槽， 

 萬族萬民當歡唱，救主榮耀王降生。  **  
** 榮耀祂，榮耀歸最高神，榮耀祂，榮耀歸最高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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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1 章 1-6 節 (新約 345 頁) 

1 古時候，神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說話， 

2 末世，藉著他兒子向我們說話，又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也藉著他創造宇宙。 

3 他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4 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貴，所以他遠比天使崇高。 

5 神曾對哪一個天使說過：「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又說過：「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呢？ 

6 再者，神引領他長子進入世界的時候，說：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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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詩班獻詩：齊來頌主降生 眾坐 

看天空星光閃耀，齊歌頌主降生。 
天使在高處頌揚，齊歌頌主降生。 
看天空星光燦爛，齊歌頌主降生。 
天使在高處頌揚，齊歌頌主降生。 
歌頌主降生，頌主降生，頌主降生，齊歌頌主降生。 
祂降生在伯利恆，齊歌頌主降生。 
博士來朝見耶穌，齊歌頌主降生。 
歌頌主降生，頌主降生，頌主降生，齊歌頌主降生。 
在那聖誕清晨，小小主耶穌降生。 
降生在馬槽，無枕首地方。 
降生在馬房，用乾草作床。 
在那聖誕清晨，小小主耶穌降生。 
聖誕鈴聲響又亮，齊歌頌主降生， 
傳信息到各地方，齊歌頌主降生。 
歌頌主降生，頌主降生，頌主降生， 
歌頌主降生，歌頌主降生，齊歌頌主降生！ 

10. 聖景 眾坐 

11. 奉獻：眾信徒當歡欣 (恩頌聖歌 126 首) 眾坐 

12.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2 章 1-12 節 (新約 4 頁) 眾坐 

1 在希律作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 
 有幾個博學之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3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 
4 他就召集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 
 問他們：「基督該生在哪裏？」 
5 他們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 
6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 
 因為將來有一位統治者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7 於是，希律暗地裏召了博學之士來，查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8 就派他們往伯利恆去，說： 
 「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找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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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們聽了王的話就去了。 
 忽然，在東方所看到的那顆星在前面引領他們， 
 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地方的上方就停住了。 
10 他們看見那星，就非常歡喜； 
11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開寶盒，拿出黃金、乳香、沒藥，作為禮物獻給他。 
12 因為在夢中得到主的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 
 他們就從別的路回自己的家鄉去了。 

13. 信息：預備自己，歡度聖誕 眾坐 

14. 回應：我們有一故事傳給萬邦 (青年新歌 60 首) 眾坐 

1 要向萬族述說震撼故事，讓眾心可歸正悔改， 
滿真理，並憐憫、恩典，這故事滿真理亮光， 
滿安穩、屬天平安。 ** 

2 來向萬族頌唱美妙歌韻，讓眾心可轉向上主， 
這詩歌得勝罪惡、黑夜，粉碎利器，刀劍、利槍， 
破損佩劍與矛槍。  ** 

3 要向萬族述說歡天喜訊，是那高天君尊上帝， 
愛子賜萬民，贖價清付，將那上帝的愛盡顯， 
已將犠牲的愛顯。  **   (間奏) 

4 要使萬族認識救贖恩主，歷遍憂傷，祂甘步往， 
要使眾世人，並各邦族，歸信上帝真確道理， 
臣服主的真理中。  ** 

 
** 黎明會照遍，再不黑暗，期待正午燦爛陽光； 

而基督國度必會降臨，國度真光、愛澤臨。 

15. 家事 眾坐 

16.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7. 殿樂：Antioch (Joy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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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促進會、香港聖樂服務

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授權使用。



 

6 

 

 

 
 

 

講員: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李燕怡姊妹 呂潔儀姊妹 林恩庭姊妹 區惠娟姊妹 林恩庭姊妹 呂浩然弟兄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林義妹姊妹 黃香娣姊妹 文玉玲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事: 柯思敏姊妹 謝月芬姊妹 廖文華弟兄 柯思敏姊妹 陳翠珍姊妹 莫雪貞執事

當值: 鍾志堯弟兄 王月珊姊妹 余文耀執事 鄧民亮弟兄 張錦雲姊妹 麥淑容姊妹 呂君達執事 方艾洲弟兄

影音: 陳國榮弟兄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志立弟兄 林秋霞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陳永祐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鄒念龍弟兄 鄧愛賢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　- -　-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　- -　- 周栩辰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　- -　- 陳頌妍小朋友 林明津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穎心小朋友何執娣傳道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陳志輝牧師

陳永祐執事

林美荃姊妹

聖誕節後第一主日 (金)(1月1日) 聖餐聖誕節崇拜（週日）（金）(12月25日) 

*** 早 堂 *** *** 午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 合 堂 ***

上週奉獻總數: $70,774 本月累積奉獻: $333,824  (包括發展及購堂: $22,300)

本週獻花: 梁載華姊妹、朱滔聰弟兄、葉玉娥姊妹、朱天諾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219 主知名 200 *1220 主知名 500 *1221 主知名 300 *1222 主知名 4000 *1223 主知名 2000
F931 主知名 800 F932 主知名 6000 F933 主知名 2000 M527 主知名 30000 U199 主知名 3300
U243 主知名 1000 U661 主知名 500 V591 主知名 500 V605 主知名 500 W875 主知名 1600
X799 主知名 300 Y385 主知名 2000 Y469 主知名 100 Y539 主知名 500

感恩 : F606 主知名 700 M967 主知名 100 S043 主知名 1000 S305 主知名 500 S964 主知名 500
T858 主知名 500 V591 主知名 300 Y361 主知名 2000 Y657 主知名 1300

發展 : *1219 主知名 200

差傳 : V591 主知名 200
鮮花 : M527 主知名 400 M961 主知名 500 M967 主知名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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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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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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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8biCseKqVrRYU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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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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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江慕慈傳道將於 12 月 28-30 日放大假。 

6) 會友鄧玉芬姊妹及鄭灝德弟兄訂於 2023 年 1 月 1 日下午

2:30 在本會禮堂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7)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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