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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信主聖徒】
詩集：頌主新歌 114

1. 齊來信主聖徒，高興大家歡呼，
欣欣來、速速來到伯利恆；
聖嬰臥槽中，生乃天使君王；
2. 真神真是真神，真光真是真光，
真奇哉不棄謙卑微之身；
聖父之聖子，生成並非造成；
3. 天使各隊應聲，今喜高唱頌歌，
聲洋洋耳盈盈響震天宮；
天上有榮耀，歸於至上真神；
4. 此日救主耶穌，降生特為救贖，
願耶穌我恩主永受尊崇；
奇哉主真道，藉肉身來顯明；
副歌：
齊來歡欣同敬拜，
齊來歡欣同敬拜，
齊來歡欣同敬拜，主基督。

【今晚救主降生】
O Holy Night 粵語版
原曲：Adolphe Charles Adam
原詞：Placide Clappeau de Roquemaure、
John Sullivan Dwight
粵詞 : 甄燕鳴

夜幕漸深 看星光燃亮黑暗
永在活神 現降生伯利恆
活在罪困 世間因過失抖震
仰賴耶穌 每顆心皆歡騰
靠永生期盼 撫慰憂患失喪
看曙光臨到 於破曉綻放
拜跪迎候 靜聽萬籟在讚美
救恩無價 今晚救主降世
仰首榮光普照 極致珍貴
大地和應 襁褓嬰孩是真神
引導萬民用信心去覓尋

坐落異鄉 作東方智者方向
仰望穹蒼 有顆星多閃亮
馬廄本寒冷 主卻生在此處
最貼心朋友 擋狂風暴雨
軟弱無助 萬膝下跪在敬拜
祢施恩憐憫 知道世間痛處
救主耶穌 舉世跪拜擁戴
VERSE 1
O holy night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our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error pining
'Ti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PRE CHORUS 1
A 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
For yonder breaks, a new and glorious morn
CHORUS 1
Fall on your knees, O hear the angel voices
O night divine, O night when Christ was
born
O night divine, O night, O night divine
VERSE 2
Truly He taught us to love one another
His law is love and His gospel is peace
Chains shall He break for the slave is our
brother
And in His name all oppression shall cease
PRE CHORUS 2
Sweet hymns of joy in grateful chorus raise
we, Let all within us praise His holy name
CHORUS 2
Christ is the Lord, oh praise His name
forever
His power and glory, evermore proclaim
His power and glory, evermore proclaim
BRIDGE
Praise His holy name, oh (x4)

【天使歌唱】團契遊樂園
曲：French Carol／詞：懇達

造物上主早顧念 為人類頒贈預言
萬族藉衪得救贖 萬民為衪將心獻

唱！歡欣快樂唱！歡呼聲震響：
「主基督配得傳揚！
榮耀 Ha-lle-lu-jah！」

【新生王歌】詩集：頌主新歌，116
1.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
生王，神、人融洽長歡欣，地上
平安人蒙恩，興起，世間大小
邦，齊與諸天共頌揚，天唱地和
喜不勝，基督生於伯利恆。
2. 基督本為永生主，天使、天軍齊
拜俯，末世竟然由天降，生於童
女成人狀；至高上主披肉體，
聖道化身尊降低，甘與世人居下
地，乃我主以馬內利。
3. 歡迎天降和平王，歡迎輝煌公義
光，祂賜世人生命糧，祂消痛苦
治創傷；謙卑放下天榮尊，降世
救人免沉淪，要使罪人得重生，
蒙恩常與主相親。
4. 萬國救主萬國望，願主居於我心
上，魔鬼權勢全瓦解，使我勝過
惡世界，罪性消除污去清，從此
印有主聖型，基督降生救世眾，
罪人復得主愛寵。
副歌：
聽啊！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樂哉主臨】詩集：頌主新歌，100
1. 樂哉斯世！救主已降：
全地接祂為王；
萬心為主預備地方，

宇宙萬物頌揚，宇宙萬物頌揚，
宇宙、宇宙萬物頌揚。
2. 樂哉大地！救主統領：
世人都當歌頌；
田野、江河、平原、山嶺，
喜音繚繞不停，喜音繚繞不停，
喜音、喜音繚繞不停。
3. 罪孽憂愁全當止息，
無地再長荊棘；
我主來臨，使福充溢，
主恩深厚無比，主恩深厚無比，
主恩、主恩深厚無比。
4. 救主治世以真、以惠，
用道將民訓誨；
主顯公義何等全備，
慈愛何等全備，慈愛何等全備，
慈愛、慈愛何等全備。

【因主的名】曲、詞：西伯
詩集：共享歌集 01，5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
和平之君、得勝者！
地上古今的君王，
也折服於祢面前。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
全能之主、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令我滿心溫暖。
全因主的聖名，勞苦可得安靜，
行走於孤單困惑裡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愁心可得歡樂，
祈禱的必得勝，我以性命來做證！

講道大綱
一. 講題：因主的名
二. 經文：賽 9 : 6–7
三. 主旨：歡慶主耶穌聖誕的大喜恩典，體驗祂帶給我們的光明、安慰和盼望！
四. 金句：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
五. 大綱：
1. 奇妙策士
- 亞哈斯的策略：投靠亞述（賽 7:1-7）
- 以馬內利的預言和救恩（賽 7:10-16、11:1-2；路 2:40,42,46-47,52；
林前 1:18-31）
2. 全能的神
- 生命的保護和能力（賽 10:20-21；37:5-7、33-38；40:28-31；30:15）
- 群體的動力（太 28:5-6,18；林前 15:55-58）
3. 永在的父
- 多變的世界、政局、人生（賽 1:1、6:1；詩 21:1,4）
- 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太 1:18、22-23；18:19-20；28:19-20；路
15:11-31）
4. 和平之君
- 心靈平安、安全保障、和諧的神人關係（彼前 2:23-24、羅 5:8-11、
弗 2:13-17）
- 福音的使命（林後 5：17-20、太 28：19-20）
六. 回應：
1.

歡慶崇拜主耶穌基督的降生，宣認和高舉祂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之君。

2.

真誠投靠以馬內利---與人同在的神，領受祂所賜的恩典、安慰、平安
和盼望，轉化心靈的幽暗、憂傷、孤單和壓力。

3.

主動關懷親友、弟兄姊妹和社群，藉著慰問、探訪、相聚和分享，讓
大家彼此感受聖誕的光輝、温暖和喜樂。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歡迎蒞臨參加 現場實體或網上直播崇拜，請先從教會網頁或
whatsapp 群組下載程序表，以便大家一起口唱心和，同心敬拜！

2. 出席記錄

請弟兄姊妹填交實體 / 直播崇拜出席記錄表格（電子表格連結：
https://qrgo.page.link/jBFPf ），以便統計出席人數，而會員必須在今
年 1-12 月出席至少 12 次崇拜，才可獲得確認為 2022 年之投票會員
資格。敬請留意，多謝合作！

3. 聖餐主日

下週是聖餐主日，早堂崇拜時間：9 時 15 分至 10 時 45 分，午堂崇
拜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敬請青少肢體預備心靈，準時出
席聚會，同心記念主耶穌基督。

4. 感恩崇拜

我們將於下週主日舉行年終感恩崇拜，歡迎弟兄姊妹分享見證，每
人限時 3 分鐘，一起把感謝和榮耀歸給神！

5. 會員大會

感謝神帶領上週的會員大會，會員一起同心通過 2022 年度財政預算。

6. 浸

我們將於 12 月 26 日（主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浸禮，誠邀弟兄

禮

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7. 兒童聚會

教會將於 12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下午 1 時舉行兒童聖誕
聚會，導師：青年使命團（YWAM）
、暑期聖經班導師；內容：暑
期聖經班重溫、聖誕詩歌、信息、遊戲；對象：Discover 暑期聖經
班的參加者、本堂兒童主日學的學生（小一至小六）、社區的小學
生，名額有限，請到接待處報名。

8. 關懷活動

教會將於 12 月舉行聖誕關懷活動，形式包括家庭探訪、社區服務、
小組活動，歡迎個人、小組或合組參加，請到接待處或牧者報名。

9. 佈道表格

為了統計 2021「關懷社區‧佈道結果」的佈道情況，請弟兄姊妹填
交電統計子表格，有關連結：shorturl.at/fjzFG。

10.招募表格

請大家到接待處領取 2022 年的事奉招募及回表格，填寫願意參與之
事奉崗位、課程、認獻項目、受浸或轉會報名，然後把表格放入收
集箱，以便安排。

11.奉獻方法

歡迎大家采用郵寄支票、轉賬、轉數快的方法奉獻，詳情如下：
轉數快：程序簡介
1. 在「轉賬」中選擇「付款或轉賬」；
2. 在「轉賬至」下選擇「新的受款人」(首次轉數)；
3. 在「付款方式」一欄選擇 「受款人的電郵地址」
，及輸入恩霖
堂電郵︰church@yanlamchurch.org；選擇「匯豐銀行」並填寫你的
名字與奉獻用途。然後輸入奉獻「金額」；核對確認頁面的資料
後，按「確認」
。
郵寄支票：抬頭請寫「浸信宣道會恩霖堂有限公司」/「Conservative
Baptist Yan Lam Church Limited」
；地址：沙田火炭銀禧薈 402 室。
轉賬存款：請把奉獻存入匯豐銀行戶口：浸信宣道會恩霖堂有限
公司，戶口號碼：168-425676-001。請把轉賬收據交給教會（郵寄：
沙田火炭銀禧薈 402 室；電郵：church@yanlamchurch.org；傳真：
2691 8108）
，以作記錄。
提供資料：請提供身份證的正楷姓名、奉獻用途（十一奉獻、差
傳奉獻、神學生奉獻、撒瑪利亞奉獻、信徒進修奉獻）、聯絡電
話，以便記錄及安排收據。

12.奉獻目標

本年度的撒馬利亞基金和信徒進修基金已經達標，爲此感
恩！請弟兄姊妹繼續同心奉獻，邁向其他的奉獻目標， 使神
家有糧，發展聖工。

13.上週記錄

14.下週安排

項目

年度

差傳

神學生 撒馬利亞 信徒進修

目標

3,800,000

486,109

128,000

15,000

5,000

累計

3,668,569

187,185

94,868

18,000

10,000

尚欠

131,431

298,924

33,132

---

---

在 12 月 13–17 日（下午五時）
，各堂崇拜人數及奉獻金額如下：

午堂：78

青少：45

各項奉獻

年度

感恩

差傳

各堂獻金

82,777

1,100

3,100

記名奉獻

16 人

3人

2人

崇拜

普崇：33

早堂：42

出席人數

早堂

午堂

講員

翁鏡開姑娘

主席

陳傳賢

司琴

梁振江

朱曉陶

伴奏

黃逸朗

張展東

和唱

游淑雯

梁臻悅

司事
影音

何有金

何少玲

何少芬

馮儉強

鄭暉怡

李康傑

許紹軒

代 禱 欄

一. 行政部
1. 會員大會：感謝神帶領上週的會員大會，招聚會員同心通過 2022 年的財政
預算，願神感動弟兄姊妹合力承擔和參與明年的事工！

2. 奉獻目標：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忠心履行十一奉獻的本份，使神家有糧，發
展聖工，祝福生命！

二. 敬拜部
1. 感恩崇拜：感謝神帶領我們經過 2021 年，願我們存著感恩的心參加下週的
聖餐主日暨年終感恩崇拜！

三. 教育部
1. 受浸課程：求神加油給「戒絕壞習慣之旅」及「新生命新生活」課程的參
加者，靠主活出真理。

四. 團契部
1. 節日活動：願神祝福弟兄姊妹的節日活動，舒暢身心，深化相交，共享主
恩！

2. 宣教營會：感謝神帶領幾位少年人在 12 月 27-29 日參加 YWAM（青年使
命團）的宣教體驗營會，請代禱支持和祝福他們的成長歷程！
3. 學

業：青少年區的在學肢體正面對中學、高考、大專的學業挑戰，求
神厚賜健康、平安和智慧！

4. 長者健康：教會的長者最近先後入院，求神保守長者們的身體健康，起居
平安！

五. 傳道部
1. 外展關懷：教會計劃於 12 月動員弟兄姊妹實踐社區關懷及家庭探訪，求神
賜下策劃的智慧，預備弟兄姊妹的愛心！
a. 攤位活動：駿洋聖誕嘉年華，日期：12 月 18 日，時間：下
午 2-5 時，地點：駿洋村，對象：駿洋邨居民。服侍單
位：恩霖堂少年成長計劃--駿洋小組。

b. 聖誕聚會：日期：12 月 23 日，時間：上午 10 時--下午 1 時，
地點：恩霖堂，對象：小學生，服侍單位：青年使命團、恩
霖堂弟兄姊妹。

2. 短

宣：迦南團的 Janice 和 Howard 將於 2022 年的 1 月 9 日至 1 月
14 日參加由學園傳道會舉辦的海外短期宣教行動（網上）
。請
為他們的裝備和籌款代禱！

3.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十二月份感恩與代禱事項如下：
a. 感恩，我們能在上月 20-23 日(當地新年期間)，到訪 5 個山
村探望學生和他們的家人，把父的平安、喜樂和祝福帶給
他們。
b. 感恩，鎖骨受傷的弟弟已漸漸康復過來，上月中已投入新
的工作，求父幫助他能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和作息安排，繼
續保守他的身心靈全人健康。
c. 感恩，也許今年山城的冬天會比去年更冷，但因父的恩典
與慈愛，透過不同的小天使，讓我們的內心感受到無比的
溫暖。
d. 求父安慰因病而失去十隻羊的農業學員，鼓勵他繼續有信
心管理他的羊舍和羊群，能夠在這次的過程中，讓他學習
到更多寶貴的經驗。
e. 感恩，天父已為 JL 幼兒園“曙光校厠”預備了兩個合適的
捐贈方，求父繼續保守帶領當地政府的審批過程，盼望能在
本月順利簽定四方合約。
f. 求父控制當地疫情不再擴散，賜足夠智慧並帶領我們作籌\
備工作，並邀請當地的朋友們來參加年終慶祝會，把這份
愛的禮物與他們分享。

g. 父阿，讓我們天天經歷祢，經歷祢的豐盛；經歷祢的作為
何等奇妙；經歷祢是無所不能；經歷祢是永遠愛我們的阿爸
父；經歷在祢裡面的真平安。

4. 英

國：請代禱支持關先生和何姑娘一家在英國的宣教事奉，特別記念
最近的疫情，保護他們一家及出席聚會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

六. 肢體
1. 感謝神帶領珈銘弟兄和 Nickie 姊妹將於下週受浸，願神堅固他們的委身心
志，祝福他們的靈命成長！
2. 感謝神帶領陳榮新世伯（Simon 的爸爸）於 12 月 15 日在家接受水禮，他現
在因為健康原因已入住長者院舍，求神幫助陳世伯和家人適應轉變，願神的
恩典常與世伯同在！
3. Ivan 和家人將於今天往外國進修和生活，求神祝福他們的行程！
4. Olive 姊妹的媽媽和詹春霞姊妹的奶奶都患上心瓣的病症，分別接受強效抗
生素及手術，請為兩位長輩的身體和心靈代禱！
5. 請繼續代禱記念需要治療及康復的肢體和家人，包括：敏清、貴強、梁啓予
醫生、方來弟兄、素琼姊妹、惠玲姊妹、敏清的爸爸、Simon Chan 的母親、
Iris 的母親、翁姑娘的爸爸、雪萍和她的媽媽、黎英姊妹、周伯母
（藹芸、靄明、靄萍的母親）
、阿卓的父親、Karrie 的外公。
同時，求神安慰和加力給照顧家人的弟兄姊妹，讓他們經歷神的力量和恩
典！

6. 請記念已經前往海外升學和居住的肢體， 包括：吳士揚弟兄的家庭、Winnie
與女兒樂施和子靈、達明的家庭、Dora 的家庭、Carol 的家庭、Lewis 的家
庭、Fiona 姊妹、Gilford 的家庭、本見、Bernie、Chloe，Joyce、知願，求
天父恩領他們的腳步，適應當地的天氣和文化，逐步融入當地的生活、學業
和工作，並能參與適合的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