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2 月 26 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張美玲姊妹
主席：陳淑儀傳道
敬拜隊：非拉鐵非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主席
讀經．．．．．．列王記下 2:23-25．．．主席
講道．．．．．．．禿頭與母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早堂崇拜(同步直播) ～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2021 年 12 月 25 日周末崇拜

主席． 伍惠香姊妹、黃潔萍姊妹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Miracle
主席：王華燦牧師
敬拜隊：加百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入會禮．．．． 祝宗麒牧師
讀經．．．．．列王記下 2:23-25 祝宗麒牧師
講道．．．．．．．禿頭與母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司琴．．．．．．． 楊斯妮姊妹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青年崇拜(同步直播)下午四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Miracle
主席：王華燦牧師
敬拜隊：加百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祝宗麒牧師
讀經．．．．列王記下 2:23-25．．祝宗麒牧師
講道．．．．．．．禿頭與母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長者崇拜 ～～～～ 下午二時正
聖誕福音慶祝會
講題．．．『祂來…尋找和拯救』
講員．．．．．．． 簡民基牧師
經文．．．．．

路加福音 19:10

講題．．．．．．這好信息報給你
講員．．．．．．．．王華燦牧師
經文．．．．． 路加福音 1:5-23
主席．．．．．．． 李懷蓉傳道
敬拜隊．．．．．．． Emmanuel

2021 年 12 月 29 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 ～～ 晚上八時正
講題．．．

禿頭與母熊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列王記下 2:23-25
主席．．．．．．．．李懷蓉傳道
司琴．．．．．．． 黃蕙萊姊妹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李子安弟兄
主席：岑詠君傳道
敬拜隊：感恩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家事分享、公禱．．．．．．．．．．． 主席
讀經．．．．．列王記下 2:23-25．．． 主席
講道．．．．．．．禿頭與母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
祝宗麒牧師

家事報告
1. 請應屆受浸者及轉會者出席今主日(12 月 26 日)早堂 10：45 之入會禮。
2. 今主日下午 4:30 在本堂一樓舉行王華燦牧師榮休歡送會，敬請留意。
3. 1 月 1 日(星期六)為元旦崇拜，上午 10 時開始，並將會有同步直播安
排。另是日下午長者及青年崇拜將暫停一次，下午 1 時後暫停一切活
動，是日停車場亦不便泊車。
4. 12 月 28 日(星期二)雙周祈禱會暫停一次，下次雙周祈禱會日期為
2022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
5. 拓建快訊本月為最後一期，明年將結合在晨星報告事項中，並附每月
財政收支。
6. 12 月 31 日(星期五)為大除夕，本堂下午 5 時後暫停開放。


第 161 屆(12 月)水禮及轉會名單
水禮者：黃燕玲、陳湛麟、梁秀歡、周群珠、張東嬌
張瑞華、區惠群、黃伯昌、胡智恆、馮麗儀
林天樂、沈敬華、曾惠訢、歐灝然、曾紀滔
轉會者：蘇永和、廖曉智、吳美蘭
特洗者：(由 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2 月)
馬達、楊鳳華、陳採定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
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
手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
死裏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
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本堂聖誕節期間開放時間
12 月 31 日(星期五) 大除夕

下午 5:00 後一切活動暫停

1 月 1 日(星期六)

下午 1:00 後一切活動暫停

元旦崇拜(上午 10 時)



元旦崇拜/執事就職典禮
日期: 2022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 早上 10:00-12:00
講員: 雷競業博士


本堂 2022 網上跨文化課程
【進入伊斯蘭世界】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EWI）
穆斯林人口已佔世界人口的 1/4，他們就在我們旁邊或附近，是我們的鄰
居或朋友，讓我們來對他們有更多的認識吧。歡迎本堂信徒參加。
內容：伊斯蘭的創立、擴展、信仰、日常生活、靈性世界、文化障礙、
如何接近及分享。
老

師：畢姚芬牧師

上課方式：網上課程 (ZOOM )，上課前將有同工給予網上連結(LINK)。
上課日期：2 月 16 日 至 4 月 6 日（逢禮拜三）
上課時間：晚上 7：30 - 9：30
上課次數：8 堂
人

數：8 人以上，如人數不足將另通知課堂取消。

截止日期：2 月 6 日
報名：https://forms.gle/5sjw4f5vnveJTJqb9
查詢與聯絡：王玲幹事

「我退休了」

王華燦牧師

由 1 月 1 日起，我會正式退休，放下本堂牧職，離開這服侍超過 25 年的
崗位。
不少信徒會問:「牧師，你會去那裡?」「牧師，你去美國是嗎?」
我沒有打算去什麼地方，沒有計劃移民。
我真的沒太多想過退休後幹什麼，大多數會幹一般退休人士幹的(行山、
跑步、學一點東西...)。然而，只要還有氣力，我總會服侍主，這是一
生的立志，只是位置不同吧。具體一點，我盼望可以做一點輔導工作、
講一點的道、教一點的聖經。
自去年 12 月，教會正式公佈我的退休，事實上，5 年前我已經有這個想
法，3 年前已與執事會商議及確定，並作出各方面的部署，我實在感謝執
事團隊的明白及作出各樣的安排。還有，執事們對我的信任，確實成為
我服侍上莫大的祝福，以致我們可以很順暢地牧養教會。
我感謝同工團隊對我的接納，我真的有許多錯漏，沒有他們的提醒與補
上，想教會也不會有今天的發展，他們謙卑的服侍，都是我學習的榜樣，
他們的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在此，我真的要感謝會眾對我的憐憫與接納，過往十四年擔任堂主任一
職，確見主的同在，以致能度過各樣困難，尤其 322 的建成，總見上主
宏恩。
最後，我更要感謝祝牧師願意接堂主任這一棒，過往三年面對社會的動
盪，他沒有放棄這個呼召，並願意接棒，這是多麼教人感動，願主大大
使用他，又願會眾順服主藉祂的僕人去帶領教會，叫教會繼續成長。

2022 年教會場地使用指引
基於許多小組的活動已陸續恢復常態實體聚會，場地使用緊張，為方便
協調場地借用的安排，教會場地的借用將重新規劃，各小組需要向辦公
室同工重新登記借用日期及時間。2022 年採取新措施如下：
1. 由 2022 年 1 月開始，借用場地以一季（1-3 月，4-6 月、7-9 月及 10-12
月）為單位，即每一次場地借用只限期 3 個月，而借用場地時間為每
季之前的 2 個月，即 2021 年的 11 月開始可以借用 2022 年的第一季(1-3
月)的場地；2022 年的 2 月開始可借用第二季(4-6 月)的場地，如此類
推....。
2. 場地使用以教會性聚會(如：長執會／家事交流會)，基教實體課程及
團契活動優先外，場地借用以先到先得為主，如有疑問可向同工及所
屬小組督導查詢，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黑色暴雨和八號風球教會開放指引
黑色暴雨警號除下後，教會於 4 小時後重開。
八號風球於星期一至六下午 3 時前除下，教會於 4 小時後重開。
八號風球於星期一至六下午 3 時仍然懸掛，教會全日聚會暫停。
八號風球於星期日上午 6 時前除下，教會於 4 小時後重開。
八號風球於星期日上午 6 時仍然懸掛，教會全日聚會暫停。


通告
因著有關慈善機構稅務條例的最新指引，由即日起本堂不會再為會眾「代
收付還」奉獻，意思是本堂不會代收奉獻並交付有關福音機構，若有會眾
欲對外間機構奉獻，請直接把奉獻寄往有關福音機構，不便處請見諒。



家事提提你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5/1/2022 至
晚上
＜「奪寶奇兵
ZOOM
8/6/2022(三) 8:30 - 10:00
之
新約旅程＞ 報名：
網上課程 https://forms.gle/UYxHZEGz9AbgxA7v6
16/1,23/1,13/2,
閱讀小組 -

2022 年
信仰探索班

26/12/2021
(今日)

中午12:30

教會3樓

2/1/2022
(主日)

A 班：上午
10:45-12:15

桃李門

不適用

20/2,27/2,20/3
在大時代中
圍讀取暖 報名：
https://forms.gle/ueXkWzQSQ7TKhZXM9

每月逢第 2 及
第 4 個星期日

截止日期

B 班：下午
12:30-2:0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重整信仰者
查詢或報名：請聯絡鄧惠玲傳道(2336 1696)
註：

報名後將收到基教部電郵確認接納報名(也可能在電郵垃圾筒內)
實體課程：請到時上課，不另通知，如有疑問請聯絡周傳道(2336 1696)。
網上課程：上課詳情稍後導師會另行通知。

講道大綱

祝宗麒牧師

講題：禿頭與母熊
經文：列王紀下 2:23-25
以利沙接續以利亞

令人費解的「神蹟」

面對挑戰的反應

討論問題:
1. 你接觸這段經文，有何感想？
2. 聖經作者記載一段事情，或多或少反映當時大環境。你從這件事中，
可以看見當時的人如何看待耶和華？
3. 若你處身以利沙的情況，你估計自己有何反應？
4. 當面對別人的挑戰，挑釁，自己多數有何回應？怎樣回應？為什麼？
5. 耶穌在新約的教導，又是否適當？在你我的處境，又應該怎麼辦？

 每周代禱欄 (12月26日至1月1日)
國度

□

□
宣教 □

□
職場 □

社會 □

教會 □

□

□



也門共和國
也門共和國通稱也門，為西南亞國家，阿拉伯海和紅海邊緣，
與阿曼和沙特阿拉伯接壤，人口約 3,025 萬，首都為薩那。也
門的基督徒通常會保守自己的信仰秘密，因為如果被發現，他
們將面臨死刑。國家也將所有也門人視為穆斯林，禁止人們離
開伊斯蘭教。伊斯蘭激進組織以死亡威脅著穆斯林歸主者，部
落也可能會殺害或驅逐任何歸信基督教的人。
禱告：
為也門人民禱告，在持續戰事中，過去一年更經歷洪水、蝗蟲
和新冠疫情。禱告記念這個國家會有和平，人們可以開始重建
他們的生活。
為秘密的信徒和家庭教會禱告，求主保守他們，脫離患難與逼
迫。
禱告記念黃聲鋒牧師、郭志茜宣教士伉儷及其團隊在馬島的服
侍，在疫情中的平安。黃牧師早前因心臟不適入醫院做檢查，
心電圖報告發現有些問題。師母陪同下安排轉送去留尼旺醫院
動手術。請切切記念師母，求主加力與師母，也為牧師的手術
和康復禱告。
記念他們幾位馬島同工在教會及中心的不同事工跟進，求主帶
領他們團隊。
近日的士撞倒途人的意外頻生，做成傷亡。途人當然要善用行
人天橋及遵守交通燈的指示橫過馬路，但司機駕駛的態度及警
覺性都要提高。
為疫情仍在不少國家肆虐，病毒蔓延及不斷變種當中，求主讓
當地全國上下，願意克制個人的自由，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
好叫疫情帶來的死亡或影響能減至最低
為教會於 2022 年 1 月 1 日恢復實體元旦崇拜感恩，求上主讓信
徒踏入新一年，珍惜可以敬拜上主及眾信徒相聚的機會，在聖
殿中同心獻上讚美及感謝！
為剛受浸的一班初信者感恩，求上主繼續看顧帶領他們在教會
追求生命成長，為主作個時代門徒，見証基督乃逆境中惟一的
拯救及出路！
為過去艱難的一年，上主賜給教會財政平穩，322 進入最後階段，
事工亦有新的突破感恩，求上主繼續與教會同在，帶領教會面
對新時代新挑戰。

清晨堂唱頌歌詞

《新生王歌》
(版權:靈糧詩選 6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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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於新生王」。
《恩典太美麗》(曲/詞:盧永亨，版權:鄰舍聖經教會會歌)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唯求將心全然給主，
來彰顯主愛多珍貴。終生愛父神，
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獻我一生傳揚福音，
來證實主愛何寶貴！請觀看稻田，
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Coda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早堂及中午堂唱頌歌詞
*
1.
2.
3.
4.
5.
*

1.
2.
3.
4.

《聖誕佳音歌》
(曲/詞:不詳，版權:靈糧詩歌 281 首)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同來祟拜》（曲/詞：不祥，版權：靈糧詩選 61 首）
一切忠心聖徒，同來崇拜耶穌，同來崇拜這位全世界救主，
讚美感謝都歸於世界救主。
各民各方各族，身穿潔白衣服，同來事奉這位主耶穌基督，
得勝國度都歸於耶穌基督。
天上光明大軍，聚集合成一群，同來跪拜這位和平之大君。
尊貴權柄都歸於和平之君。
一切受造之物，來敬拜全能者，同來敬拜這位宇宙大主宰，
智慧豐富都歸於宇宙主宰。
阿們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阿們，頌讚榮耀都歸於三一真神，
頌讚榮耀永歸於三一真神。
同來崇拜我救主，同來崇拜我救主，同來崇拜我救主耶穌基督。
《普世歡騰》(曲/詞:不詳，版權:靈糧詩選72首)
普世歡騰，救主下降！大地迎接君王；惟願眾心預備地方，
諸天萬物歌唱，諸天萬物歌唱，諸天，諸天萬物歌唱。
普世歡騰，主治萬方！民眾都當歌唱；沃野，洪濤，山石，
平原，響應歌聲嘹亮，響應歌聲嘹亮，響應，響應歌聲嘹亮。
罪惡憂愁不容再長，世途荊棘消亡；化詛為恩，無遠弗達，
到處主澤流長，到處主澤流長，到處，到處主澤流長
主藉真理恩治萬方，要使萬邦證明，我主公義無限光榮，
主愛奇妙莫名，主愛奇妙莫名，主愛，主愛奇妙莫名。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曲:林良真、游智婷，版權:讚美之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下午堂唱頌歌詞

《新生王歌》
(版權:靈糧詩選 6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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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於新生王」。

《這位奇妙嬰孩是誰》（靈糧詩選 70 首）
1. 這位奇妙嬰孩是誰，安臥馬利亞懷中？
夜半降生，天使歌頌，牧人等驚起歡騰。
2. 為何看來窮苦微賤，牛馬就在祂旁邊？
應當畏敬！應當畏敬！聖道贖罪到此間。
3. 獻上乳香、沒藥、黃金！眾人合當來拜祂！
萬王之王攜來救恩，應當傾心接待祂！
*看！看！基督我王！天使頌揚，牧人敬拜！
來！來！歡呼擁戴馬利亞懷中嬰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