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Tin Yan Church 

合神心意的門徒－愛護理 

22/12/2019 主日崇拜 

一  序  樂 ················· 〔主在聖殿中〕 ··················· 眾   坐 

二  宣  召 ············· 《路加福音》一 68-69 ··············· 主   席 

三  祈  禱 ·························································· 主   席 

四  唱  詩 ··················· 〔小伯利恆〕 ···················· 領   詩 

〔平安夜〕 

〔普世歡騰〕 

〔信眾齊到主前〕 

五  奉  獻 ·············· 〔祢讓我生命改變〕 ················ 司   獻 

六  讀  經 ··············· 《以賽亞書》九 6-7 ················ 主   席 

《路加福音》二 14 

七  信息分享 ··········· 「聖誕－平安臨我心！」 ············· 陳黔開牧師 

八  回 應 詩 ··········· 〔美哉小城 小伯利恆〕 ············· 主   席 

九  誦讀金句 ··············· 《路加福音》二 14 ················· 主   席 

十  家事分享 ·························································· 曾雁初姑娘 

十一 讚 美 詩 ·························································· 眾   立 

十二 祝  福 ·························································· 陳黔開牧師 

十三 默  禱 ·························································· 眾   坐 

十四 殿  樂 ··················· 會後彼此問安 ···················· 會   眾 

~ 歡迎留步參與關愛茶聚 ~ 

 
本堂事奉隊工：陳黔開牧師（顧問）、雷振華牧師（顧問：宣教教育）、 

       曾雁初傳道、孫小霞傳道(半職)、楊智雄弟兄（幹事） 

本堂通訊處：天水圍天瑞路 8 號嘉湖山莊翠湖居商場地下 9 號舖  電話：2617 3401 

主日聚會點：天恩邨天恩商場一樓 122 號天恩幼兒學校      電話：2146 7891 

電郵地址：info@efcctinyan.org           網址：http://www.efcctinyan.org 



【詩   歌】 

【小伯利恆】 
1. 當基督誕生的晚上 天照白雪般明星  

在寂靜之處他降臨 因要罪惡心歸正  
將歡欣鋪滿地上 讓人類有救恩  
當基督誕生的晚上 高唱頌歌歡慶  

2. 當基督誕生小馬槽 只有白布 草禾楷  
在寂靜小鎮他降臨 識透禍困諸苦痛  
將歡欣鋪滿地上 讓人涙眼抹乾  
當基督誕生小馬槽 祝福從天傾送  
當基督誕生小馬槽 祝福從天傾送  

【平安夜】 

1. 聖誕夜 聖潔夜 星光現 照世人  
聽見天使放聲讚頌 夜靜更深聖嬰降下  
但願天父救恩 充滿內心 遍麈寰 

2. 聖誕夜 聖潔夜 星光現 照世人  
寂寞心 祂撫聽慰問 絕望心祂再給盼望  
但願天父救恩 充滿內心 遍麈寰 

【普世歡騰】(生命聖詩#8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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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地歡騰 主治萬方 萬民高聲頌揚  
田野江河 平原山崗 響應歌聲嘹亮  
響應歌聲嘹亮 響應 響應歌聲嘹亮  

3. 世上一切罪惡憂傷 從此不再生長  
普世咒詛變為恩典 主愛澤及四方  
主愛澤及四方 主愛 主愛澤及四方  

4. 主以真理 恩治萬方 要在萬國民中  
彰顯上主公義榮光 主愛奇妙豐盛  
主愛奇妙豐盛 主愛 主愛奇妙豐盛  

5. 恩主天降 慶賀為王 全地同賀盛況  
天恩滔滔似浪 歡欣高歌盼望  
萬物樂頌和聲 仰望同來崇敬  
宇宙繁星高過讚頌世上和平  



6. 普天歡慶 救贖共迎 同頌榮耀權柄  
山川高過讚詠 天恩光輝滿盛  
大地樂頌共稱 國度人人同慶  
歲月流星千秋與共快樂盈盈  

【信眾齊到主前】 

1. 信眾齊到主前 高唱凱歌歡欣  
信眾齊來邁向美好伯利恆城  
心意盡敬奉 聖嬰降生為王  

2. 看見純潔嬰孩 卑降世間新生  
讚美 萬民頌讚救主衷心敬拜  
真理耀遠近 尺軀載真來臨  

(副歌)信眾伏拜稱讚揚 謙恭同詠天恩深  
感恩歡呼 讚頌我主基督降世 

【美哉小城 小伯利恆】(頌主聖詩#96) 

1. 美哉小城 小伯利恆 你是何等清靜  
無夢無驚 深深睡著 群星悄然運行  
在你漆黑的街道 永遠的光照耀  
萬世希望 人類憂喜 今夜集中於你  

2. 因馬利亞誕生聖嬰 天上天軍集結  
世上眾人酣睡天深 天車虔敬守夜  
晨星啊 同來宣告 聖誕神聖佳音  
天上榮耀歸於上帝 地上平安歸人  

3. 何等安靜 何等平靜 奇妙救恩降臨  
神將各樣屬天福氣注入千萬人心  
世界正惡貫滿盈 主降無人聽聞  
誰肯謙卑打開心門 主也來作嘉賓  

4. 伯利恆城所生救主 求你今日降臨  
驅除罪惡 入我心靈 在我心內誕生  
我聽見聖誕天使報告大喜信息  
求你即來與我同在 我主以馬內利  

5. 何處童 活潑歡欣 求告蒙福聖嬰  
何處困苦無告之人呼籲人子聖名  
何處渴慕仁愛者大開信心之門  
黑夜在彼立即消散 榮耀聖誕重臨 



講題：「聖誕－平安臨我心！」 

《以賽亞書》九 6-7    (紅邊舊約 819 頁) (白邊舊約 744 頁) 

《路加福音》二 14   (紅邊新約 78 頁) (白邊新約 64 頁) 
 

講道筆記 

 

 

 

 

 

 

 

 

 

 

 

 

 

 

思想問題 

1.神藉著此信息，要我做什麼？ 

 

 

2.有什麼地方不明白，需要更多研究？ 

 

 



                   家事分享及報告          （有★為新事項）  

1. ★歡迎首次參加主日崇拜的朋友，盼望你們能繼續參與本堂聚會，

蒙主賜福。 

2. ★按按教會年曆，今天是聖誕節期，代表顏色為白色，意指有一子

為我們而生，普世都要慶祝救主為世人降生。 

3. ★感謝本堂顧問牧師陳黔開牧師親臨分享神的話語及信息，願主大

大賜福陳牧師之事奉！ 

4. ★【福音性查經班】、【新生命新生活】及【愛護理】於崇拜後 12

時開始，請弟兄姊妹留意課室的安排。同時，主日學後請弟兄姊
妹留步協助清理及還原幼兒學校地方，多謝合作。 

5. ★因星期四為公眾假期，原本【週四祈禱會】將改於星期五進行，

時間於 8:00pm 在翠湖辦事處舉行，主題「年終感恩會」。歡迎弟兄

姊妹一同來禱告。 

6. ★會友謝琼線姊妹（何惠英姊妹的媽媽）於 15/12 安息主懷。謝琼

線姊妹安息禮將於 3/1（五）晚在沙田寶福紀念館舉行，翌日火葬。

堂後備有慰問咭和慰問金袋，請肢體留言安慰。 

7. ★播道會聯會為「賣旗日活動」致函感謝本堂的支持和奉獻。本堂

「金旗」捐款共籌得$3300，而是次賣旗日共籌得 143 萬元，已分配

予名下服務單位。感謝信貼於堂後佈告板，請覽閱。 

8. 聖誕之聲佈道會「＃BE 平安」將於 28/12(六)在恩福元朗堂舉行，

由蘇穎智牧師主講，歡迎邀請未信朋友出席。堂後有單張，歡迎索

取。 

9. 關於教會財政：2019年 10月及 11月份的收支情況（未經會計核實），

奉獻收入共$235,000，10 月及 11 月份支出共$273,000.00，收入扣除

支出不敷 ($38,000.00)。2019 年 4 月至 11 月份總不敷 ($146,500.00) 

可動用流動現金$78,000。搬往翠湖後本堂每月支出大約$140,000.00，

教會需要穩定的奉獻收入才能達到收支平衡，願我們能遵行聖經的

教導，盡上本份，盡心獻上，同心建立天恩家。 

10. 12 月 29 日為年終感恩及梁傳道事奉分享會。今天截止報名，如有

查詢可聯絡關顧部何桂芳執事。 

11. ★今日崇拜後不用還完場地，因此不用執拾座椅。 

 



         代禱事項 

感謝天父恩典！今天是中國人的冬至，是家人圍爐歡聚的日子，求

主賜福我們的家庭，人人身體健康，和睦同居！ 

1. Teens Voice 青少年事工的代禱需要： 

a. 為大專初職的「99+1」聚會順利進行感恩。記念我們每一
隻主的小羊，無論是 99 隻或是那 1 隻，都被主看顧，並且
繼續呼喚和招聚我們回到神的家中。 

b. 為能夠進入羅桂祥中學參與福音工作感恩。記念參與事工的
曾姑娘和金有執事，能夠與楊 sir 和 Miss Leung 有美好配
搭。記念在福音小組的十多位同學，求主使他們領受主的救
恩。 

c. 記念正在尋找工作的肢體祈禱，求主為他們預備。記念正在
尋找 Internship 的大學生祈禱，求主預備。記念準備實習
的肢體，求主堅固心靈，靠主勝過未知的徬徨。 

d. 記念大專學生將於 1 月開學，求主使學院和學生的身心靈都
預備好開展新學季。在教學上的應變和課程的編排，求主賜
教師和學生都有好的適應。 

2. 為聘牧代禱，求主差遣祂的僕人來天恩堂。 

3. 為教會經濟祈禱，求主教導我們學習信心的功課。 

4. 請記念 18/12 粉嶺公路巴士意外，求主醫治傷者和安慰死傷者的
家人。 

5. 肢體代禱 

 請記念謝琼線姊妹（何惠英的媽媽）的家人，求主使安排後事
上一切順利，又願主安慰的靈臨到姊妹的家人，抹去哀愁，賜
下屬天盼望。 

 羅景賢弟兄脚部傷口發炎，求主醫治。 

 李敏宜姊妹眼角膜受損，求主醫治。 

【崇拜守則】 

一﹒提早到達，絕不遲到。 四﹒衣著整齊端莊，以示恭敬。 

二﹒人到心到，安靜心靈敬拜。 五﹒專心敬拜，避免交頭接耳。 

三﹒避免騷擾，關電話坐前排。 六﹒聽道行道，主話伴隨。 



 22/12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29/12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陳黔開牧師 孫小霞姑娘 

主席╱領詩 鍾淑真 鍾敏英/江偉林 

司琴╱結他 李映霖 張心妍 

聖餐襄禮 － － 

祈 禱 會 孫小霞姑娘 曾雁初姑娘 

家事分享 曾雁初姑娘 孫小霞姑娘 

司    獻 陳美玲、呂阿珠、吳少珍、譚群興 王淑儀、鍾偉玲、何美好、陳惠芬 

堂內接待 吳美薇 吳美薇 

總    務 張緯立、鄧祖德 繆浩龍、李繼光 

關愛大使 李繼光、關秀梅 王惠珍、簡翠卿 

兒童事工 
朱家駒、張美微、黎婉芬、鍾敏英* 

鄭皓程、鍾偉玲、黎恩童、伍美玉 

唐寶珍、林奇穎*、鍾淑真、李素娟 

江少珍、陳小珠、伍美玉 

歡迎大家在 22/12/2019 至 28/12/2019 參加下列各項聚會及活動 

22（主日）  23 (週一）  24（週二） 25（週三） 26 (週四） 27（週五） 28（週六） 

9:15 am 祈禱會 

10am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12 nn 成人主日學 

      中學小組 

10-11:15am 

 8-9:15pm 

靈修操練 

(信徒生命成長) 

 

 

 

公 

假 

 

公 

假 

 

9:45pm 

婦女團契 

「年終感恩愛筵」 

8pm 

  祈禱會 

 「年終感恩會」 

 5:30 pm 

職青團契 

 

  8pm 

  大專初職 

    

奉獻收入 8/12/2019 15/12/2019 十二月累計  14/12/2019 至 20/12/2019 各項聚會人數 

主日獻金 $2,578.00 $2,528.00 $7,450.00  主日崇拜 (成人) 155 主日崇拜遲到人數 13 

十一奉獻 $26,600.00 $28,500.00 $122,200.00  主日崇拜 (青少年) 8 主日祈禱會 8 

慈惠奉獻 － － －  職青團契 6 週四祈禱會 4 

青少年事工 － － －  婦女團契 14 兒童主日學 29 

差傳奉獻 － － －  長青團契 16 大專 X 初職 18 

大衛工程 $700.00 － $2,974.00  蒙恩團契 － 中學組 － 

感恩奉獻 $10,100.00 $700.000 $11,100.00  男士小組 － 愛護理 20 

其他 － $1,500 $15,800.00  靈修小組 14 新生命新生活 6 

合計 $39,978.00 $33,228.00 $159,524.00  福音性查經 2   

各項基金記錄計算日期：由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  

 去年結存 本年奉獻 本年支出 至今結存 

慈惠基金 $110,203.10 $1,760.00 － $ 111,963.10 

神學基金  $53,719.50 $2,450.00 －  $56,669.50 

大衛工程 $375,109.40 $172,254.50 － $557,363.90 

差傳基金  $17,451.90 $3,300.00 $4,000.00  $16,751.90 

 

詳情請參閱張貼壁報板上財政報告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 
2019 年 4 月 年度總計(2019 至 2020) 

奉獻及其他收入  $1,657,872.89  $ 185,614.50  $ 185,614.50  

扣除：奉獻轉至基金及其他結存 $ 102,337.50  $ 38,447.50  $ 38,447.50  

扣除：各項總支出  $1,413,359.52  $ 118,556.04  $ 118,556.04  

收入扣除支出，盈餘（不敷） $ 142,175.87  $ 28,610.96  $ 28,61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