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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 
 

紀念救主降生敬拜程序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廿五日上午十時正 

************************************* 
【建立生命服侍神  進入社群傳福音】 
************************************* 
   

************************************************************************** 

－進入聖殿請安靜默想－ 

敬拜時間請關掉手提電話及各樣響鬧裝置 
 
**************************************************************************  
主席： 葉嘉成弟兄 主領執事：莊興培弟兄、張志誠弟兄、冼家裕弟兄 
講員： 黃秋萍姑娘 司事組長：廖偉珍姊妹 
領唱： 彭黃珊珊姊妹 1  吳單玉葉姊妹 7  任玉儀姊妹 
詩班： 教青聯合詩班 2  李高美應姊妹 8  庾鳳媚姊妹 
指揮： 黃燕芝姊妹 3  梁周培欣姊妹 9  馬素貞姊妹 
鋼琴： 馮林洪恩姊妹 4  林曾麗璣姊妹 10 林世明弟兄 
風琴： 梁林在萍師母 5  譚玉嬋姊妹 11 周晞陽弟兄 
司事： 第五組 6  方國材弟兄 12 陳恩言弟兄  

※  敬拜程序 ※ 
進入上帝的殿   
著   往 …………………………（主禮人進堂）………………………… 肅    立 
始禮聖頌 ………………………………《主在聖殿中》……………………………… 默    禱 
祈  禱 ………………………………………………………………… 葉嘉成弟兄 
同誦經文 ………………………………………………………………… 葉嘉成弟兄/會眾同誦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那有權能的為我做了大事；祂的名是聖的。祂憐
憫敬畏祂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路加福音一46-47, 49-50  

顧問牧師：梁仲堯牧師、李富成牧師           代堂主任：蔡車綺婷姑娘 

電話：2712-5125                    電子郵件：hkccchmt@hkccc.org.hk 

會址：九龍何文田常和街二號                教會網頁：www.hkcc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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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上帝的名   
頌   讚 ………………………………………………………………… 彭黃珊珊姊妹/會眾 

 (一) 《寂靜小鎮》 

 

1. 當基督誕生小馬槽，只有白布草禾楷， 

在寂靜小鎮祂降臨，識透禍困諸苦痛， 

將歡欣灑遍地上，讓人淚眼抹乾， 

當基督誕生小馬槽，祝福從天傾送。 
 

2. 在熱鬧忙亂都市內，可有為救主而歌？ 
在聚會歡宴佳節時，可有念聖嬰真意？ 
祂奔波走遍地上，讓迷路見曙光， 

在熱鬧忙亂都市內，歡欣求主賞賜。 
曲：Lewis H. Redner   粵詞：翁慧韻 

 (二) 《聖誕樂章》《普世歡騰》 

 

光輝燦爛都市節奏永沒停， 

霓虹浪潮旋轉，厭倦人半醒， 

奔波一生空虛嘆寄夢繁華， 

求可反樸歸真我甘付代價。 
 
人要快樂有歡欣，想拋開顧慮疑問， 
全世界共盼新方向，東西方共覓和平。 
基督親臨降地上，執掌公平有力量， 
捨己真愛播萬里，人類挽手再創理想。 
不分階級與地理，傳達世間愛與真理。 
 
聖誕傳播溫情，平安氣氛心感染， 
有信念前導赤子心進入人群。 
 
榮耀祂！全人類新開始， 
榮耀祂！然後用愛做動詞。 
 
普世歡騰救主降臨，全地接祂為王， 
萬心為主，預備地方， 
宇宙萬物歌唱，宇宙萬物歌唱， 
宇宙宇宙萬物歌唱。 
 
普世歡騰世代傳揚，齊賀同頌和唱。 
佳音歌聲報世上，基督真光灑世上， 
漸漸治癒舊創傷，輕輕笑語同尋路向， 
壓力全消，真光照耀，跳躍頌揚。 
壓力全消，真光照耀，跳躍頌揚。 
粵詞：陳以誠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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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來頌讚主生辰》 

 

來頌讚主生辰，基督已親臨，捨尊降卑誕下， 
神藉愛子顯明，恩典已施行，要拯救俗世罪人。 
榮耀頌讚歸神，天軍也歡騰，普天眾生唱和， 
來頌讚主生辰，基督已親臨，賜新盼望予萬民。 

 
副歌：讓頌讚聲傳千里，頌述救主誕生， 

萬物發聲傳喜訊，眾山宇宙讚頌神。 
曲：陳芳榮   粵詞：鄭楚萍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所有  

關心上帝的家   
歡    迎 ………………………………………………………………… 黃秋萍姑娘 
代    求 ………………………………………………………………… 黃秋萍姑娘  
聆聽上帝的話   
歌  頌 ………………………………………………………………………………………………… 教青聯合詩班 

 (一) 《救世主極美》 

俊美與尊貴，匯聚萬物美麗，耶穌基督照萬世光輝， 
至尊堪景仰，我心愛戴崇尚，浩瀚大恩快樂頌揚。 
 
放眼看蒼翠，樹木茂盛獻瑞，群山春曉滿目傾心醉， 
救主光輝耀眼，救恩愛顧無限，萬物頌恩高聲稱讚。 
 
要讚歎旭日照，月夜大地倍明耀，群星拱照再莫見寂寥， 
我主堪稱讚，創出變化無限，在大地天際耀塵寰。 

曲：Schlesische Volkslieder   譯詞：周浩輝  浩聲讚祂詠團 浩聲讚詠（一） 

 (二) 《祢真偉大》 

*尊貴主，至聖的主，惟獨祢配得我的讚美， 
喔！尊貴主，至聖的主，誠心地向祢歌唱。（*2 次） 
 

**祢真偉大，配得稱頌。 
神聖真實，祢真偉大，至聖的主。（**2 次） 
 
寶貴的主，祢名至尊，祢名至大， 
寶貴的主，全地頌揚祢名為大。 
神的羔羊，祢名至尊，祢名至大， 
神的羔羊，全地頌揚祢名為大。 
祢名至尊，祢名至大，全地頌揚祢名為大。 
 
耶穌我主，祢名至尊，祢名至大， 
耶穌我主，全地頌揚祢名為大。 
 

#祢名至尊，祢名至大，全地頌揚祢名為大。（#2 次） 
全地頌揚祢名為大。 

曲、詞：Steve and Vikki Cook, Dan Marks   譯詞：陳聆理 

讀  經 ………………………馬太福音一18-25……………………… 葉嘉成弟兄 
講  道 ……………………………………【神同在的奇遇記】……………………………………… 黃秋萍姑娘 
回應上帝的話   
回應祈禱 ………………………………………………………………… 黃燕芝姊妹 



4 

唱    詩 ………………………《神伴你每天》……………………… 彭黃珊珊姊妹/會眾 
彼此勉勵 無萬語千言 此刻我願神伴你每天  
幾許世事改變 主恩典不變遷  
因主名字是以馬內利 神將祂的愛盡獻   
主恩降臨 才驟覺甘甜 總不間斷神伴你每天  
憂傷眼淚不見 歡欣笑臉重現  
因主名字是以馬內利 神恩典豐富未變   
許多過去今天發生 前面有主跟你同行  
神在世界留下愛的腳印 也會為你賜福一生 

曲：李偉倫   詞：朱浩廉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所有 

感恩獻金 ………………………………………………………………… 會    眾 
獻 金 頌 ………………………………………………………………… 會    眾  
接受上帝的差遣   
讚 美 詩 ………………………………………………………………… 葉嘉成弟兄/會眾肅立 
主 禱 文 ………………………………………………………………… 葉嘉成弟兄/會眾同誦 
祝  禱 ………………………………………………………………… 黃秋萍姑娘 
阿 們 頌 ………………………………………………………………… 黃秋萍姑娘/會眾 
飭    歸 …………………………（主禮人先退）………………………… 葉嘉成弟兄/會眾肅立 

 
證道大綱 

講員：黃秋萍姑娘 

講題：【神同在的奇遇記】 

經文：馬太福音一 18-25、以賽亞書七 14-17 

大綱： 

一、引言 

二、本論： 

(1) 神與約瑟同在的奇遇記  太一 18-21 

(2) 以馬內利的拯救        太一 22-23，賽七 14-17 

(3) 與神同行的奇遇記      太一 24 

三、結語   
**************************************************************  

  

教會消息  
1. 今天敬拜後，旅遊車開出時間為上午 11 時 45 分，謹此周知。  

禱告欄 
1. 感謝恩主從歲首到年終的保守，求主賜我們各樣美善恩賜，好面

對洪流下的多方挑戰。 

2. 天氣急劇轉冷，求主保守各人健康。求神的愛大大臨到我們，對
家人和鄰舍表達更多的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