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平安夜燭光崇拜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



序 樂

2



點 燃 聖 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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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召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
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
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

父獨一兒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1章：1及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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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
(主席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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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上主，生命的創造者，你按自己

的形象創造我們，又差遣你的

兒子道成肉身，生活在我們中間。

今天晚上，在紀念聖子誕生和盼

望他再來的日子，求你藉著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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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給我們新生，好叫我們在每天

生活中，透過基督，察驗到我們

的生命和世界，都藉聖子的來臨，

更新改變了，聖子與聖父及聖靈

永活掌權，世世無盡。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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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聖誕歌

（普頌98首）



9

1. 一輪明月，數點寒星，

映照羊身色如銀，數位牧人，
和藹可親，圍坐草地敘寒溫。
奇光燦爛，歌聲嘹亮，
牧人俯伏愕且驚，雲中天使，
報告同聲，神子已生伯利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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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歌聲完畢，奇光漸斂，
牧人躍起同欣然，抛棄羊群，
向前飛奔，尋覓聖嬰去拜參。
人聲鼎沸，佳報頻傳，
滿城歡樂齊頌讚，農工良友，
平民救星，今日降生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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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店數橼，兀立古城，
幾度滄桑廢與興，今日何幸，
聖母投宿，降生救主在其中。
東方學者，不遠千里，
來獻禮物豐且隆，博愛救主，
和平真神，今日降生伯利恆。
(阿們)



以賽亞書 9章 2-7節 舊約 1008 頁

提多書 2章 11-14節 新約 338 頁

路加福音 2章 1-14節 新約 88 頁



(以賽亞書9章2-7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
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你使這國民眾多，使他們喜樂大增；
他們在你面前歡喜，好像收割時的
歡喜，又像人分戰利品那樣的快樂。
因為他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的杖，



並欺壓者的棍，你都已經折斷，如

同在米甸的日子一般。戰士在戰亂

中所穿的靴子，以及那滾在血中的

衣服，都必當作柴火燃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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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

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

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

熱心必成就這事。」



(提多書2章11-14節)

因為，上帝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
出來，訓練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
世俗的情慾，在今世過克己、正直、
敬虔的生活，等候福樂的盼望，並
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們的救主耶穌
基督的榮耀顯現。他為我們的緣故



捨己，為了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

又潔淨我們作他自己的子民，熱心

為善。這些事你要講明，要充分運

用你的職權勸勉人，責備人。不要

讓任何人輕看你。



(路加福音2章1-14節)

在那些日子，凱撒奧古斯都降旨，
叫全國人民都登記戶籍。這第一次
登記戶籍是在居里扭作敘利亞總督
的時候行的。眾人各歸各城，辦理
登記。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
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



伯利恆，因為他是大衛家族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登記

戶籍。那時馬利亞已經懷孕。他們

在那裏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

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

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在伯利恆的野外有牧羊人，夜間值

班看守羊羣。有主的一個使者站在

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

牧羊人就很懼怕。那天使對他們

說：「不要懼怕！看哪！因為我報

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

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

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那

就是給你們的記號。」忽然，有一

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上帝說：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

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獻 詩

柯大衞弟兄 梁頌儀姊妹



Still still still
Still, still, still, 
One can hear the falling snow. 
For all is hushed, 
The world is sleeping, 
Holy Star  its  vigil keeping.
Still, still, still, 
One can hear the falling snow.



Sleep, sleep, sleep, 
‘Tis the eve of our Saviour’s birth. 
The night is peaceful 
all around you,       
Close your eyes, 
Let sleep surround you.
Sleep, sleep, sleep, 
‘ Tis the eve  of our Saviour’s birth.



Dream, dream, dream, 

Of the joyous day to come. 

While guardian angels 

without number, 

Watch you as you sweetly slumber.

Dream, dream, dream, 

Of the joyous day to come.



誰是主角

在這燈飾璀燦都市中，

耀眼燈飾彷似千串夢，

凝視每串夢裡的景緻，晚空裡飄送，

誰是這節日裡的主角？

你懂不懂？



萬闕歌聲喧染都市中，

沒有一首可以稱與頌，

旋律佈滿玩笑的音韻，晚空裡飄送，

誰是這節日裡的主角？

誰又會懂？



他身穿紅衣，

還是身穿粗衣麻布？

他靜靜降生人世，

還是以雪車到步？



他輕聲溜走，

還是應許一生懷抱？

他賜予百千玩意，

還是賜與眾恩典到老？



平安夜

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

光華射，照着聖母也照着聖嬰，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靜享天賜

安眠，靜享天賜安眠。



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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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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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梁美英牧師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

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阿們。

奉 獻



唱 詩

小伯利恆歌
（普頌112首）



1.美哉小城，小伯利恆，你是何等
清靜，無夢無驚，深深睡著，
群星悄然進行，在你漆黑的街衢，
永遠的光昭啟，萬世希望，
眾生憂驚，今宵集中於你。



2.因瑪利亞誕生聖嬰，天上天軍
齊集，世界眾生，酣睡正深，
天軍虔敬守夜，晨星啊，同來
頌揚，同來禮拜虔誠，同來感謝
至尊上主，同祝世界和平。



3.宏愛上主，至大恩典，普賜信仰
的人，何等莊嚴，何等安靜，
肉耳不能聽聞，世界惡貫正滿盈，
救主悄然降生，凡百虔誠謙恭
心門，開了，主必降臨。



4. 凡有聖潔活潑兒童，快樂頌拜
聖嬰，凡有困苦顛沛流離，呼籲
人子之名，凡有信德與善心，
大開仁愛之門，黑夜消亡，
榮光破曉，便是聖誕重經。



5. 我們大家同心祈求，聖嬰再臨
人間，求主今日臨格人心，
驅除一切罪愆，欣聞天軍傳
消息，群生快樂無涯，以馬內利，
神人團契，千秋萬古永偕。



報 告



燭 光 禮



禮堂內燈光全部熄滅，只剩下聖

壇上點着的燭光，象徵著黑暗

充滿大地，人類在痛苦罪惡中

掙扎，等候基督的真光來臨，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聖經說：



上帝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

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的耶穌基

督是真光，他要照亮一切生在

黑暗世上的人。今天那吩咐光從

黑暗裏照出來的上帝，已經照在

我們心裏。



他對我們說：你們是世上的光，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 他 們 看 見 你 們 的 好 行 為 ，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主耶穌既說：你們是世上的光。



就讓我們先打開心門接受基督

真光，讓主光照我們，驅走我們

生命中的愁若、絕望和黑暗。也

立志在生活中為主發光。



點 燭



默 禱



唱 詩

平安夜
（普頌100首）



1.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

光華射，照着聖母也照着聖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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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祈 禱
(眾立同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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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上帝啊！我們感謝你。當
我們在黑暗中行走時，你預備
了主耶穌基督為我們而生，帶
給我們生命的真光，把我們從
罪惡和痛苦中釋放出來，使我
們從黑暗進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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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藉著耶穌基督使我們與你重
新和好，得以稱為你的兒女，
得着喜樂平安。主，我們讚美
你，今天晚上，我們願再一次
接受你的愛，領受生命真光，
更把主的真光照耀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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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那降生在馬槽的聖嬰－主
耶穌基督之名而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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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此 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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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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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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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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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平安夜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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