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迎接聖誕」序文 
對擁有基督信仰的人而言，聖誕節並不是「一般慶典」，

而是為了慶祝我們信仰的核心與焦點──耶穌──誕生

的日子。 

因此，這次得勝堂舉辦的「平安夜音樂崇拜」，沒有熱

熱鬧鬧的節目，也沒有華麗絢爛的舞台效果；而是在每一

個程序上，以認識上帝的兒子作為主要的目的，透過音樂、

朗誦、經文戲劇，以及禮物贈送的方式，邀請所有參與音

樂崇拜的新舊朋友，一同領受上帝賜給全人類最美好珍貴

的禮物，就是耶穌。 

這就是教會慶祝聖誕節的初衷，早在兩千年前，這份

禮物就已經送達，但仍有許多人尚未收到。盼望透過今天

的平安夜音樂崇拜，不單帶領我們回顧耶穌誕生時的種種，

更讓眾人藉此思量這個偉大神聖的日子，竟是創物主為世

人所預備的禮物，凡願意的人都能得到。�

� �



宣召 

聖誕序曲及入場樂 
齊來宗主信徒  大家快樂歡欣 

齊來一齊來  大家上伯利恆 

來朝見聖嬰  天使王已降生 

齊來虔誠同崇拜  齊來虔誠同崇拜 

齊來虔誠同崇拜  主基督 
 

天使成樂團  歡然一同歌唱 

宗主信徒和光明眾天軍  來高聲同讚揚 

至高的處所  榮耀歸主君王 

齊來虔誠同崇拜  齊來虔誠同崇拜 

齊來虔誠同崇拜  主基督 �
救主今朝臨  我眾崇敬歡迎 

天人榮耀  全歸基督聖名 

大哉父真道  藉肉體今顯明 

齊來虔誠同崇拜  齊來虔誠同崇拜 

齊來虔誠同崇拜主基督 

�
 

 

 

 

   記號處，邀請所有人一起歌唱或朗誦 



待降節的玫瑰�

啟：要有信心。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應：主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啟：他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從耶西的本必發出一

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節果實。 

應：全能的主說：「我的僕人，祂的名稱為大衛的苗裔，

祂要從本處長起來，並要建造我的教會。」 

�
�
�

好像冬天綻放的玫瑰  又如燭火般明亮 

好像星辰陰影中閃爍  又如愛歌夜裡輕唱 

盼望溫和輕柔來到  如同應許臨眾生 

像雪花悠然的飄落  來自慈愛心懷的神 
 

好像雲雀寂靜中歌唱  又如空中的香氣 

好像和風在林間穿梭  又如禱告輕聲低語 

和平溫和輕柔來臨  帶來恩慈與憐憫 

完全信實來自天庭  真愛擁抱撫慰萬民 
 

讓樂音在山谷迴盪  讓沙漠花開繁茂 

因玫瑰在月光中開放  帶來喜樂生命盼望 

賜真愛來醫治萬民  賜予生靈得安慰 

賜真理讓黑暗得光明  賜恩典使我完全 

好像冬天綻放的玫瑰  賜恩典使我完全 

	  



神聖的渴望 
要有盼望！ 

以色列啊！當仰望主，因祂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

凡仰望主的，你們都要壯膽，堅固你們的心！ 

那等候主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

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
�

久望耶穌懇求降臨  主來為要救萬民 

赦我罪惡去我憂驚  賜我安息與主親 

請來  主耶穌今日來臨  來請來以馬內利 
 

以色列族靠主得力  全地盼望主來臨 

萬國萬民虔誠仰望  饑渴靈魂得歡欣 

請來  主耶穌今日來臨  來請來以馬內利 
 

降生世間為救萬邦  嬰孩本為大君王 

全能神啊求來拯救  容接主恩入心裡 

降世治理萬國萬民  我主國度恩福臨 

我心主殿願主忽臨  居我心中永不離 
 

求主賜下永恆聖靈  在我內心掌權柄 

惟靠我主完全功勳  引我榮升主天庭 

神聖主愛超乎萬愛  天上歡樂降人間 

懇求屈尊居我心中  蒙主恩眷信永堅 
 

奇妙聖子臨我萬民  救贖恩頌齊聲吟 

哦求主來斷開一切枷鎖  並賜下榮耀黎明 

請來  主耶穌今日來臨  來 請來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來臨  哈利路亞 

以馬內利來臨 哈利路亞  以馬內利來臨 



小伯利恆 

啟：要有平安！伯利恆的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雖

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

作掌權者；他的根源自亙古，從太初就有。因此，耶

和華要將以色列人交給敵人，直到臨產的婦人生下

孩子；那時，他其餘的弟兄必回到以色列人那裡。

他必倚靠耶和華的大能，倚靠耶和華－他上帝之名

的威嚴，站立並牧養，使他們安然居住；因為現在

他必尊大，直到地極。 

應：這位就是平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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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恆真光照啟 

萬世希望眾生憂喜  今宵集中於你 
 

因馬利亞誕生聖嬰  天上天軍集結 

世界眾生酣睡正深  天軍虔敬守夜 

晨星啊同來頌揚  神聖誕生佳音 

同來感謝至尊上主  同祝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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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正惡貫滿盈  救主悄然降生 

虔誠謙恭大開心門  救主必定降臨 
 

求伯利恆至聖嬰孩  現在仍復降臨 

驅除我罪進我胸懷  今日生於我心 

我聽聖誕的天使  宣告大喜信息 

求在我心永遠長住  我主以馬內利 

我主  以馬內利 �



安靜馬槽的頌歌 
靜靜靜  來看嬰孩享安寧 

當馬利亞輕搖懷中寶貝  天使柔聲歌頌讚美 

靜靜靜  來看嬰孩享安寧 
 

靜靜靜  你可聞飄雪的聲音 

萬籟俱寂  全地皆安睡  聖潔明星堅守長夜 

靜靜靜  你可聞飄雪的聲音 
 

美哉主耶穌  降生馬槽裡  神同在  以馬內利 

萬物所喜悅  萬國的盼望  祢是我榮耀我君王 
 

靜靜睡  我寶貝  闔眼安睡 

我輕柔呵護祢莫哭泣  讓我溫柔擁祢在懷裡 

靜靜睡  我寶貝  闔眼安睡 

我寶貝  闔眼安睡  靜靜睡  寶貝安睡 

耶穌誕生的故事(黑光劇)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

給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她丈夫約

瑟是個義人，不願意當眾羞辱她，想要暗地裏把她休了。

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

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馬利亞娶過來，

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

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

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

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

約瑟醒來，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但是沒

有和她同房，直到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
在伯利恆的野外有牧羊人，夜間值班看守羊群。有主

的一個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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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著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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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天使離開他們，

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

事，就是主所告訴我們的。」 

在希律作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

博學之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

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起來�

起來  沉睡者  從夜裡甦醒  快來看救主永恆真光顯明 

這位安臥馬槽的孩子  已喚醒黎明成為榮耀之日 

主耶穌基督今降生  主耶穌基督今降生 
 

起來  沉睡者  從安歇醒來  快來看賜永恆恩福的嬰孩 

藉祂今要戰勝罪惡勢力  快從黑暗醒來  真光今降臨 

主耶穌基督今降生  主耶穌基督今降生 
 

起來  沉睡的人  主基督在今日降生 

起來  沉睡的人  揚聲讚美在榮耀清晨 
 

起來  沉睡者從夜裡甦醒  快來看救主永恆真光顯明 

這位安臥馬槽的孩子  已喚醒黎明成為榮耀之日 

主耶穌基督今降生  主耶穌基督今降生 

主耶穌基督今降生  主耶穌基督今降生 

在今日  主降生  主降生�



尼西亞信經 
（請起立） 

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之萬物

的。 

 

我信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物已先為父所生，

出於上帝而為上帝，出於光而為光，出於真神而為真神，

被生而非受造，與父一性，萬物都藉著祂受造；為救我們

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從童女馬利亞成了肉身而為人；又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受害，埋葬；照

聖經的話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邊；將來

必從威榮中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度永無窮盡。 

 

我信賜生命的主聖靈，從父、子而出，與父、子同樣受尊

敬，受榮耀；祂曾藉著眾先知說話。我信使徒所立的聖而

公的教會。我承認為赦罪所立的獨一聖洗；我望死人復活，

和來世永生。阿們。 

證道：來迎接真光 

報告與禱告 
一、為疫情與戰爭造成人心的不安禱告。 

二、為許多黑暗的地方渴望獲得光明禱告。 

三、為自己被上帝真光照亮，而能照亮他人禱告。 

 



寒冷冬天的禮物�

在寒冷嚴冬裡  凜風如怨訴 

大地堅如鑄鐵  凝冰像石鋪 

雪花紛飛層層疊  蓋地又蔽天 

在寒冷嚴冬裡  遙遠在當年 
 

天國何能容祂  在地足難立 

當祂降世來掌權  天地都迴避 

在寒冷嚴冬裡  馬槽成棲身地 

容祂道成肉身  基督主上帝 
 

像我如此貧乏  何物可獻上 

若我是牧羊人  我願獻小羊 

若我是東方博士  本份我當盡 

但是我所能呈獻  只有我的心 

我獻我心  獻我心  我的心 

 

 

贈禮 
（請安靜坐在位置上，會有贈禮同工發送禮物。） 

 

這份禮物是 2023 年的桌曆，我們期盼藉由這禮物表達上

帝在接下來的一年裡賜下的滿滿祝福。更重要的是，我們

衷心希望您能接受另一份更美更好的禮物，那是上帝預備

給所有人的禮物，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來迎接聖誕 

要有恩典。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

上帝同在。萬物都是藉著他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

的。凡被造的，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

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過光。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他在世界，

世界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來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並不接納他。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這些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

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願生的，而是從上帝生的。 

 

 

讓音樂升起  讚美聲揚  讓歌聲洋溢在大地穹蒼 

讓星辰閃耀  皎潔燦爛 

萬眾齊敬拜  今夜來迎接聖誕 
 

讓頌歌飛揚  齊來歌唱  聽天使頌讚雄壯又宏亮 

讓燭火輝映  柔和明亮 

萬眾齊敬拜  今夜來迎接聖誕 
 

聖誕請來用愛充滿我  屬天恩慈聖靈賜與我 

聖誕讓我盼望得復生  帶來好消息救主降生 

救主基督降生 
 

讓榮耀彰顯  和平降臨  讓應許實現讓公義顯明 

諸天齊述說  真光燦爛  齊來眾信徒今夜來迎接聖誕 
 

讓音樂升起  讓歌聲洋溢 

萬眾齊敬拜  今夜來迎接聖誕 

來靠近馬槽  屈膝敬拜祂 

哦  今夜來迎接聖誕  平安夜 



祝福＆阿們頌 
（請起立） 

 

要有生命 

 

如今願先知的信心 

聖經裡的盼望 

聖子耶穌基督的平安 

和祂父母的慈愛 

牧羊人的喜樂 

博士的驚奇 

節期的恩典 

永恆的生命 

在這聖誕節全歸給你們。 

 

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 

賜福與你們，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阿們！阿們！阿們！ 

 

 

 

 

 

 

 

 

 

 



快樂聚集頌聖誕 
啟：今天在大衛的城裡，已經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

督去吧！快傳揚這平安的好消息，讓世人知道。 

應：阿們。 

 

 

 

 

 

普世歡騰  救主下降 

大地接她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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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首當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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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聖嬰  何等謙卑 

稻草馬槽作小床 

牛羊俯伏  在祂身旁 

不知祂是新生王 

天使振翅  天軍歌唱 

聖誕佳音  喜訊傳揚 

小聖嬰萬王之王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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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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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初報聖誕佳音  先向田間貧苦牧人 

牧人正當看守羊群  嚴冬方冷長夜已深 

歡欣  歡欣  歡欣  歡欣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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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起世上大小邦  齊與諸天共頌揚 

天地唱和喜不勝  基督生於伯利恆 

聽啊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榮耀歸與新生王 

�
�

〜 祝大家聖誕快樂 〜 
�

�
�

�
�
�

（請起立） 



服事同工 
主禮：周士煒 

司禮：林珊如 

贈禮：王一言、周弘裕、陳泳旭、陳繼斌、葉肇鈞 

詩班指揮：王玉玲、黃琴雅 

詩班司琴：黃博雅、黃齡緹、劉曉韻 

 

詩班成員 

伍展佑、朱頌恩、吳聲昌、周士煒、周士筠、周敬倫、 

林怡馨、林阿釧、林敬甄、胡質希、徐嘉彣、郭翠芳、 

陳明志、陳秋月、陳美翠、陳麗靜、黃琴雅、溫紹祥、 

賈華英、劉裕文、劉曉韻、鄧心潔、穆金珠、龍毅俊、 

韓文萍、韓正倫、蘇敏娜、顧敏瑤 

 

黑光劇成員 

朱以樂、朱謙義、林恩樂、葉恩立、葉恩樂 

 

愛宴餐點：陳美翠、陳愛珠 

燈光音響控制：陳忠信、陳泳旭 

 

 

 

 

 

 

 

 

 

 



不論您是自己踏入教堂，或是應親友鄰居邀請而來，
亦或是許久未見老朋友，我們都誠摯感謝您與我們共同
參與這次的平安夜音樂崇拜。�

得勝堂是由一群跟隨耶穌、熱心助人的基督徒所組
成，我們每個週日早上10:30都有主日崇拜，大家聚集領
受從上帝而來的福音與恩典，崇拜後會一起用餐、聊聊
彼此的生活經歷。週間則有各種型態的活動：有認識信
仰的課程，有關懷⻑者的聚會，有歌唱或藝術的學習，
也有輕鬆活潑的分享。�

歡迎於崇拜結束後找我們談談今天的感受，或者另
外約時間聊聊。您可以透過下方相關資訊與我們聯繫，
增進彼此的互動與友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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