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信宣道會明恩堂
連結上帝，彼此激勵
聖誕節崇拜程序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主席：廖金輝牧師
講員：龍維耐醫生
司琴：黃美美姊妹
當值執事：徐嘉敏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葉吳敬華傳道
總務負責人：潘永康弟兄
招待：林貴嬌姊妹 蘇蓮蒂姊妹 趙綺芬姊妹 譚景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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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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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祝福後，請留下參加區聚會

插花：何玉珍姊妹 獻花：潘永康伉儷
兒童崇拜： 曾柔賢師母 嚴始立姊妹 楊芷蕎姊妹
梁雋謙弟兄 馮慧琼姊妹 王思言姊妹
兒童成長天地：吳少娟傳道 李婥薇姊妹 葉佐華姊妹

本堂及聯會消息
1. 歡迎出席崇拜的每一位。若希望更多認識基督教信仰，歡迎與本堂教牧
同工聯絡。
2. 多謝龍維耐醫生蒞臨證道，願主繼續賜福龍醫生的服事。
3. 國內短宣名單－12 月 22-25 日舉行，成員包括陳文祥傳道、曹達明、
陳玉和、龍世敏、凌潤栢、凌振諾、鄺煜堅、林秀媚、張力為、陳健強、
陳玉蓮、戴艷琪、余奕樺、周錦福、潘建英實習傳道、朱秀容、黃敬華、
黃沛恩、李冠倫、陳健麗、陳心蔚、陳心然，請禱告記念。
4. 12 月 24 日平安夜佈佳音－今日下午 2:00-3:30 舉辦佈佳音活動 (不須報
名)，此向社區坊眾宣傳揚主耶穌降生這大好信息；鼓勵參加者身上的衣
飾能多一點紅色和黑色。
5. 教會年終感恩愛筵及感恩分享會－12 月 31 日(下主日)崇拜後舉行年終感
恩愛筵，緊接有感恩分享會，誠邀大家出席。
6. 主日學報名－2018 年 1-4 月主日學課程詳見課程大綱及簡介，教會十分鼓
勵每一位參加崇拜的弟兄姊妹，不是主日學導師，就是主日學學員；此，
請大家踴躍報名：特別一提的是，若希望於明年 6 月受浸或轉會加入明恩
教會，需報讀受浸班，報讀條件及詳情可向各區牧查詢。
7. 2018 年 1-3 月事奉人員表－已張貼在報告版上。
8. 2018 年崇拜獻花－已接受登記認獻，每次奉獻為$200.00，詳情請到司事
枱查詢。
9. 崇拜主席簡介會－2018 年 1 月 7 日於主日崇拜後舉行，請所有崇拜主席
預留時間出席。
10. 20 周年感恩晚宴－2018 年 3 月 17 日(六)晚上 6:30-10:00 於馬鞍山廣場豪
宴海鮮酒家舉行，費用為自由奉獻，參加者請到司事枱報名。
11. 同工上班時間表 (括號代表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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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廖金輝牧師 12 月 27-28 日
李國強先生 12 月 24 日下午、12 月 29 日晚上、12 月 30 日上午
肢體消息
1. 青青區梁國才弟兄與施燕萍姊妹之結婚典禮，將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下
主日）下午 3:00，假九龍佐敦佑寧堂舉行，當日 2:00 會安排旅遊巴由明恩
堂出發，新人誠邀明恩堂弟兄姊妹蒞臨共證婚盟，同頌主恩。

12 月 16 日起本堂聚會之人數及奉獻情況
聚 會 名 稱
出 席 聚 會 名 稱
週六崇拜 (週末下午3:30)
25人 青青區
(每月第二、四週主日上午11:45)
主日崇拜 (主日上午10:00)
124人 伉儷小組
兒童崇拜 (主日上午10:00)
(每月第二、四週主日上午11:45)
高小
3人 主日學 (主日上午8:45)
初小
14人 新生命新生活
幼兒
8人 淺談基督教倫理
基督少年軍 (週末下午2:30)
14人 以弗所書
青少區 (週末下午4:30)
14人 一針見血的福音(主日上午11:30)
成年區
/
家長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主日上午11:45)
(主日上午 11:45)
長成區 (週四上午9:30)
13人 兒童成長天地 (主日上午 11:30)
休四成長團契 (週四上午9:30)
13人 祈禱會(每月第三主日上午11:30)
箴言-門徒的座右銘
/
升中計劃
(週五晚上7:30-9:30)
(週末下午 1:00)
十二月份奉獻(截至17/12)：$234,823.00 教會每月奉獻目標：$280,000.00
十月份奉獻：$258,057.00、十一月份奉獻：$225,124.00

出 席
/
/

/
/
/
/
/
25人
53人
13人

12月30日週六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徐嘉敏姊妹
講員：吳少娟傳道
司琴：潘劭恆弟兄
當值導師：徐淑儀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葉吳敬華傳道
簡報製作及控制：李婥薇姊妹
招待及總務：羅冠淙弟兄 李柏霖弟兄
12月31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潘建英實習傳道
講員：陳文祥傳道
司琴：廖樂恩姊妹
當值執事：葉佐華姊妹
當值教牧同工：廖金輝牧師
總務負責人：阮大衛弟兄
插花：梁少芬姊妹
招待：龍世敏姊妹 譚景華姊妹 史愛微姊妹 劉鳳容姊妹
兒童崇拜： 曾柔賢師母 黃玲玲姊妹 曹嘉希姊妹
梁婉瑩姊妹 甄穎琪姊妹 王思言姊妹
兒童成長天地：教會感恩會-愛筵
會眾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浸信宣道會明恩堂有限公司」
(Conservative Baptist Ming Yan Church Limited)
若以過戶方式，請轉入本堂在匯豐銀行 595-7-015695 之賬戶，
並請將收條交回本堂，以便入賬，謝謝！
堂址：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峰樓 A 翼地下
電話：2642 3564 / 2631 1779 傳真：2640 4692
顧問：廖亞全校長
堂 主 任：廖金輝牧師
傳道：吳少娟傳道 陳文祥傳道 葉吳敬華傳道
實習傳道：潘建英實習傳道
傳道幹事：李國強先生
幹事：鄭銘賢先生 謝雁鳴小姐
網址：http://www.mingyan.org.hk 電郵：cbmingyan@yahoo.com.hk

證道經文
1

馬太福音 2:1-12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
冷，說：

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

3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

5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6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
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7

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
我也好去拜祂。」

9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
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

10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的歡喜；

11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祂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
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祂。

12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詩歌歌詞

樂哉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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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主新歌 100

平安夜
1. 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
照著聖母也照著聖嬰，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靜享天賜安眠，靜享天賜安眠。
2. 平安夜，聖善夜，牧羊人，在曠野，
忽然看見了天上光華，聽見天軍唱哈利路亞；
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
3. 平安夜，聖善夜，神子愛，光皎潔，
救贖宏恩的黎明來到，聖容發出來榮光普照，
耶穌我主降生，耶穌我主降生。
頌主新歌 107
馬槽歌
1. 遠遠在馬槽裡，無枕也無床，小小的主耶穌，睡覺很安康；
眾星都照耀著主睡的地方！小小的主耶穌，睡在乾草上。
2. 眾牲畜鳴鳴叫，聖嬰忽驚醒，小小的主耶穌，卻無啼哭聲。
我真愛主耶穌，求靠近我身，靠近我小床邊，守我到天明。阿們。
版權屬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
新生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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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主新歌 116
三一頌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代禱事項(24/12/2017)
(請帶回家祈禱，每天可為其中一事祈禱)
教會：ACTS 課程
感謝主，學員已定出五年後明恩教會的願景是一所「活出主愛」的教會，
25/12 以及當中的特質（以感恩讚美頌揚主愛、從禱告讀經經驗主愛、藉彼此
相愛展現主愛、以事奉培育回饋主愛和藉社區服事活出主愛）；我們正
繼續商討如何在五年內與眾肢體一同實現這個願景。
教會：22-25/12 大灣探訪隊
為探訪隊 22 名隊員禱告，求賜智慧，存聖潔的靈，披帶主的樣式，關
26/12

懷當地人士，得著讓基督降生的祝福。
為探訪行程的出入平安、氣溫和暖、隊員身心靈健康禱告。
為探訪對象禱告，讓聖經話語、上帝的祝福，帥領他們的生命成長，使
他們的家人也有認識福音的機會。
教會：教會二十周年堂慶

27/12 教會明年將有一連串慶祝教會獨立二十周年的堂慶活動，如專為堂慶創
作的 LOGO、詩歌、紀念品、T-裇、特刊、崇拜、晚宴和培靈會。
聯會/宣教：東非南蘇丹的喇倫人
喇倫人的數目介於 7 千到 1 萬之間，多數喇倫人從事畜牧。喇倫人的信
仰混雜了天主教和泛靈論，他們相信有一位至高的存在者掌控他們的生
28/12

命和牛隻。他們很敬重首領，和那些被認為可以為他們的家園、牲畜帶
來雨水的人。目前「非洲內地會」差派了一個為期兩年的焦點團隊專注
在喇倫人當中服侍；還有一小群來自東赤道省的年輕喇倫基督徒，也希
望可以回到自己的故鄉與族人分享福音。為焦點團隊成員的合一禱告，
這段時間他們正在適應新環境，求神賜給他們更高的文化敏感度。
香港/兩岸/世界：林鄭月娥指對領展「少少束手無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回購領展是無智慧、相當愚蠢做法，會對公帑有

29/12

很大損害。她承認領展問題「有少少束手無策」，因為領展已是商業行
為，政府唯有透過地契規管 : 凡在地契仍然可規管領展的「不能放」，
否則就是助紂為虐。但她承認地契可管制的條款實在不多。政府亦會多
興建公眾街市，但物色選址有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