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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9:6；路加福音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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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頌歌

讚美主

歡欣歌聲讚頌響遍四方，歡呼聲充滿各方。
赦罪救萬人困苦得釋放，全是那奇妙救恩。
祂的恩光今天普照四方，叫世界黑暗變光，
新的開始有美好的境況，奇妙愛今我頌讚。
讚美主！愛是從來源源不間斷，歌唱到永遠不怕倦未曾停斷。
讚美主！創造和諧完全的美善，萬物同和應，大地亦高唱，
讚頌永不止息，願榮耀永屬救主，到萬世。
曲：金培達
詞：劉向榮、張靜珊、郭多加、鄭楚萍
曲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使用

在大衞城裡

1. 昔在大衞王之城裡，有一卑陋小馬棚，
內有母親生一兒子，將其纏裹放槽中，
馬利亞慈愛溫柔，耶穌是她小嬰孩。
2. 奇哉神子全能恩主，竟然離天降下方，
只有草棚遮蔽風霜，只有馬槽當臥床，
榮耀主降生世上，甘作卑微將苦嘗。
3. 主耶穌是最好榜樣，祂像我也漸漸長，
像我身小，像我力弱，知道哀泣並喜歡，
憂苦能與我同當，喜樂則與我均沾。
4. 藉着主救贖與慈愛，我將親見祂聖面，
昔是孩童溫柔仁厚，今在天上為我王。
祂引導群孩前往，得到達華美天堂。
曲：Henry J. Gauntiett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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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照徹諸幽暗

1. 真光照徹諸幽暗，哈利路亞！發射光輝到永恆，哈利路亞！
道成肉身降凡塵，哈利路亞！光明新生賜世人，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2. 神子基督今降生，哈利路亞！萬物皆藉祂造成，哈利路亞！
救主榮光耀全地，哈利路亞！充滿恩典、主真理，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 一切相信祂的人，哈利路亞！必要得救享永生，哈利路亞！
從神而生蒙憐憫，哈利路亞！同沾主名造物恩，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4. 基督聖嬰已顯現，哈利路亞！萬世萬代之冠冕，哈利路亞！
永生主道已來臨，哈利路亞！引領子民歸向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曲：Ronald A. Turner
譯詞：區美賢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求主憐憫

為己悔罪求憐憫

帶領：天父，我們的上帝，祢的聖子滿有恩典和真理，被差遣來到我們中間。
我們不但不接納祂，甚至時常拒絕祂，求祢饒恕我們。
求祢憐憫我們。
會眾：求祢憐憫我們。
帶領：我們的救主耶穌，自甘卑微，降生在馬槽裡；
但我們卻往往甘願活在貪婪與虛榮中，抗拒真道。
求祢憐憫我們。
會眾：求祢憐憫我們。
帶領：感動人的聖靈，祢的僕婢馬利亞回應祢的召喚，順服在祢的旨意下；
但我們卻常常背逆祢的旨意。
求祢憐憫我們。
會眾：求祢憐憫我們。
帶領：凡誠心悔改的，主必赦免；願全能的上帝憐憫你們，饒恕你們，
增加你們行善的力量，保守你們進入永生。
齊誦：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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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頌

上主啊憐憫我們

上主啊，憐憫我們。
基督，求祢垂憐！
禱文

為香港求憐憫 (一)

帶領：全能至聖至善的神，祢掌管萬有，一切事情皆在祢眼目看顧之下。
我們特別為所處身的香港禱告，願祢的憐憫覆庇這城。
會眾：求祢憐憫我們。
帶領：這城市出現各種的紛亂，讓我們感到憂恐。我們又看見各種的沉淪、
人性的黑暗，使我們難過和嘆息。
會眾：願我們在黑暗中看見主的美善、正直和仁慈，願基督的真光照耀我們。
帶領：求神在我們動搖時，給予我們信心。求神在我們迷惘時，給予我們盼望。
會眾：求祢憐憫我們。
同頌

上主啊憐憫我們

上主啊，憐憫我們。
基督，求祢垂憐！
禱文

為香港求憐憫 (二)

帶領：仁慈的天父，我們為着因疫情而受影響的巿民禱告。首先為着醫護人員、
檢測人員禱告，求祢賜他們日常和工作的力量，在繁重和高壓的工作中，
得着祢的加力和扶持。
會眾：願他們得蒙主保守、得着平安，又願他們持着仁慈和愛，用心照料病人，
使病者身心蒙受照顧。
帶領：我們為教師們禱告。因着疫情影響，教師在教學上需作出更多的調配和籌備，
加上社會偶時出現教學追究事件，使老師們的身心更見沉重。求神賜智慧和心
力，讓他們持守初心、美善、誠實去教導學生。
會眾：求主幫助他們按真理將知識傳遞，帶着使命地作出培育的工作。
帶領：我們為工作不足或失業的人士禱告。求主憐憫他們的需要，看顧他們生活的所
需。在看似無助之中，讓他們看見幫助；在低落和失意中，讓他們看見盼望；
在自我否定和懷疑之中，讓他們看見上主的愛和肯定。
會眾：神啊，祢看顧困苦與鰥寡，願祢與他們同在，隨時得着祢的幫助。神啊，求祢
憐憫，憐憫我們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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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頌

上主啊憐憫我們

上主啊，憐憫我們。
基督，求祢垂憐！
獻詩

Carols Around

Do-na no-bis pa-cem, pa-cem.Do-na no-bis pa-cem.
Do-na no-bis pa-cem, Do-na no-bis pa-cem.
Do-na no-bis pa-cem. Do-na no-bis pa-cem.
The first No-el the an-gel did say,
Was to cer-tain poor shep-herds in fields as they lay:
In fields where they lay keep-ing their sheep.
On a cold win-ter’s night that was so deep.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It came up -on the mid-night clear,
On a cold win-ter’s night that was so deep.
They look-ed-up. On Christ-mas day, on Christ-mas day,
The world in sol-emn still-ness lay,
No-el, No-el, Sing we now of Christ-mas, the Lord is born.
A-men, A-men.

曲：Carl J. Nygard, Jr.
證道經文

Copyright©1984 by Hinshaw Music

路加福音 1:78-79

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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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

主，請祢憐憫

在這一刻謙卑來跪拜，來承認我所有失敗；
仍然懼怕是祢的作為，我也信主恩偉大。
願我的主彰顯榮耀裡，求容讓我釋去苦累；
重承認祢是我主我神，盼這生跟我主腳步去。
主，請祢憐憫，今興起我心，求能讓祢愛，點燃這生。
主，請祢憐憫，今掌管我心，求能盡獻上甘作活祭。
曲：吉中鳴 詞：朱浩廉
曲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使用
讚美詩

讚美一神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祝福歌

主賜福你

1. 求主恩賜福你，求賜信心不致動搖，
無論晴或雨時刻保守你，使你在今天嘗盡主恩熱愛。
2. 神恩豐富供應，靈內富足心裡欣喜，
幻變難避免求主祝福你，使你在這刻嘗盡主恩大愛。
曲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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