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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唱 

敬畏耶和華           聯合詩班 
指揮：蔣陳紅梅 伴奏：蘇明沅 

 
唱  詩  期待主耶穌  
 
致  謝            歐陽志剛執事 

詩班大匯唱籌備委員會主席 
 
祝  福              王家輝牧師 

區會總幹事 

 
本音樂會演唱之歌曲(《普天頌讚》新修訂版)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允許使用。 
 
Be Thou My Vision 
Traditional Irish 
Translated by Mary E. Byrne 
Arranged by Dan Forrest 
Copyright © 2005 by HAL LEONARD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Secured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l Leonard LLC 
 
Toccata Of Praise 
Words and Music by Joseph Martin 
Copyright © 1997 by Malcolm Music, a div. of Shawnee Press, Inc.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Secured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l Leonard LLC 
 
Soar Like An Eagle 
Text inspired by Isaiah 40:28-31 
Words and Music by Jay Althouse 
Copyright © 1990 by Harold Flammer, Inc., doing business under the trade name and style of 
GlorySound, a div. of Shawnee Press, Inc.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Secured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l Leonard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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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臨萬世               會眾 
 
區美賢譯 2002             Hal H. Hopson 1983 
Michael A. Perry 1973 
Based on Luke 1:68-79 

 

1. 以色列神耶和華配受讚美稱頌； 
祂拯救困苦百姓脫離仇敵操控。 
藉先知宣揚佳音，施恩釋放子民， 
神應許必要實現，賜平安與世人。 
 

2. 聖嬰降生大衛家，上主慈愛顯明； 
神差救主降凡塵，領人高升天庭。 
在祂前面有差使，預告白日將臨； 
廣宣救恩的先知，主路先鋒導引。 
 

3. 被黑暗拘禁囚奴必見太陽初升； 
罪污過失蒙赦免，重獲光明新生。 
晨暉引導眾客旅行走平安天路； 
同心讚美救贖主，永頌神恩眷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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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Be In My Head     崇基學院禮拜堂詩班 

代理指揮：林芍彬    伴奏：曾筱茹 
 

From a Book of Hours               Philip Wilby 
(Sarum, 1514)                 (b. 1949) 

 
God be in my head, and in my understanding; 
God be in my eyes, and in my looking; 
God be in my mouth, and in my speaking; 
God be in my heart, and in my thinking; 
God be at mine end, and at my departing. 

 
 
 

﹝願神在我頭腦內，祂旨意使明瞭； 
願神在我眼睛內使清晰； 
祂充滿我口，能傾吐祂信息； 
盼上帝進我心，常導我思想。 
願神在我耳中使我盡聆聽祂言詞； 
願神導一世，一生只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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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ise Ye The Lord Of Hosts  崇基學院禮拜堂詩班 
代理指揮：林芍彬    伴奏：曾筱茹 

 
Tollite Hostias from Oratorio de Noël            Camille Saint-Saëns 
Psalm 96:9-13              trans. D. Schaller, 2016 

 
Praise ye the Lord of hosts, 
Sing His salvation, bless His name,  
show forth His praise in His holy house! 

 
Rejoice, ye heavens be joyful, on earth, 
rejoic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for He cometh,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 

 
Rejoice, ye angels, rejoice all ye nations, 
now in the face of the Lord, for He cometh, Alleluia. 

 
 
 

﹝讚美我主天父，歌頌祂救恩， 
讚美我主神聖名，在祂至聖所， 
歡喜快樂充滿天上人間， 
在上帝的喜悅中，迎接祂的降臨，哈利路亞... 
天使天軍地上萬民齊歌頌， 
在上帝榮光裡迎接祂的降臨，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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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hou My Vision        真光女書院合唱團 

指揮：謝穎心    伴奏：丁心悅 
 

Traditional Irish Hymn 
Translated by                Arranged by 
MARY E. BYRNE             DAN FORREST (ASCAP)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Naught be all else to me, save that Thou art,  
Thou my best thought, by day or by night,  
Waking or sleeping. Thy presence my light. 
 
Be thou my Wisdom, Thou my true Word. 
I ever with Thee and Thou with me, Lord; 
Thou my great Father, and I Thy true son, 
Thou in me dwelling, and I with Thee one. 
 
Riches I heed not, nor men’s empty praise.  
Thou mine inheritance, now and always, 
Thou and Thou only, first in my heart, 
High King of heaven, my treasure Thou art. 
 
High King of heaven, my victory won, 
May I reach heaven’s joys, O bright heaven’s Sun, 
Heart of my own heart, whatever befall. 
Still be my Vision, O Ruler of all 
 
 
﹝懇求心中王，成為我異象，萬事無所慕，惟主是希望！ 

願你居首位，日夜導思想，工作或睡覺，慈容作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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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我願常跟隨，你作我良伴。 
你是聖天父，我為你後嗣，你住我心殿，我與你結連。 

 
財富非我求，虛榮非我慕，主是我基業，一直到永恆。 
惟有主基督，能居我心中，祂是天上王，勝珍寶權能。 

 
天上大君王，輝煌的太陽，我贏得勝仗，天樂可分享。 
境遇雖無常，但求心中王，掌管萬有王，永作我異象。﹞ 

 
 
 
 
 
牧者訊息：將臨期        高國雄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2:1-14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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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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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ly City              三堂聯合詩班 

指揮：蘇成溢     伴奏：劉惠明 
 
F.E. WEATHERLY            STEPHEN ADAMS 
                Arr. By Ellen J.Lorens 

 
Last night I lay asleeping, There came a dream so fair; 
I stood in old Jerusalem, Beside the temple there; 
I heard the children singing, And ever as they sang, 
Me thought the voice of angels.  
From heaven in answer rang; 
 
Jerusalem. Jerusalem, Lift up your gates and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your King! 
 
And then me thought my dream was changed,  
The streets no longer rang, 
Hushed were the glad hosannas The little children sang; 
The sun grew dark with mystery,  
The morn was cold and chill, 
As the shadow of a cross arose Upon a lonely hill, 
The shadow of a cross arose Upon a lonely hill. 
 
Jerusalem. Jerusalem, Hark how the angels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your King! 
 
And once again the scene was changed,  
New earth there seemed to be! 
I saw the holy city. Beside the tideless sea; 
The light of God was on its street,  
The gates were open 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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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l who would might enter, And no one was denied. 
No need of moon or stars by night,  
Nor sun to shine by day; 
It was the new Jerusalem. That would not pass away. 
 
Jerusalem, Jerusalem, Sing, for the night is over.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forever more! 
 
﹝昨夜我墜入睡鄉，喜得美夢一場； 

彷彿我在古耶路撒冷城裡聖殿旁；  
傾聽天真無邪的羣童不斷歌唱； 
宛如天使的佳音，天際歡聲徜徉；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敞開城門高唱， 
和散拿，至高至上，和散拿歸於王！ 

 
如煙夢境又異樣，街道不再聲張； 
快樂之歌和散拿，羣童也不再唱； 
陽光發黝事超奇，晨色慘慘凄凄； 
當那十架寶架影掠起，在幽幽山崗上；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請聽天使歌唱， 
和散拿，至高至上，和散拿歸於王！ 

 
良辰美景變化萬千，新地湧現眼前！ 
聖京耶路撒冷城矗立在鏡海邊； 
上帝光輝照耀通衢，所有城門大開， 
凡願意者都請進，無人被拒下來。 
無需月與星在夜裡，日無需在白晝； 
美哉新城耶路撒冷應將長久存留。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唱吧！黑夜已逝。 
和散拿歸於上帝，和散拿直到永遠！﹞ 



 

 

10 

 
全地當聽主聲          三堂聯合詩班 

指揮：蘇成溢    伴奏：劉惠明 
 
Fanny J Crosb y              William H Doane 
詩篇 66 篇；96 篇；145 篇 

 
讚美真神！願萬人讚美主聖名， 
讚美真神！願全世界發聲歌唱。 
萬民當讚美主名，願萬國萬族一同聚集讚美主。 
讚美祂慈愛憐憫；讚美祂無比的偉大； 
願萬國萬族快樂歌唱。讚美主！ 
 
 
 
 
牧者訊息：上帝居首        李筱波牧師 
經文：詩篇150       區會福音事工部主席 
 

哈利路亞！ 
你們要在上帝的聖所讚美他！ 
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 
因他極其偉大讚美他！ 

 要用角聲讚美他， 
鼓瑟彈琴讚美他！ 

 擊鼓跳舞讚美他！ 
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 

 用大響的鈸讚美他！ 
用高聲的鈸讚美他！ 

 凡有生命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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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cata Of Praise       英華書院合唱團 

指揮：袁永軒  伴奏：仇思博 
 
                Words and Music by 
             JOSEPH M. MARTIN (BMI) 

 
Jubilate, Sing to the lord a new song.  
 
I will sing to the Lord most glorious. 
Fill the world with a joyful sound. 
I will sing to the Lord most glorious. 
Power and glory and blessing be unto the Lord. 
 
With every glad hosanna I praise the Lord of life. 
With every alleluia give praise to God on high. 
 
Alleluia! Praise the Lord.  
I will sing the glory of the Lord! 
 
I pledge my voice to you, O God. 
I lift it up to you, O God. 
You are the Everlasting Song 
 
Sing to the Lord a new song.  
Sing to the Lord of hosts a new song! 
 
Jubilate, People, sing and rejoice. 
Jubilate, Make a joyful noise. 
 
Nations now join as one, unified by peace and love. 
Jubilate. Proclaim the glory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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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 to the Lord a new song.  
I will sing to the Lord most glorious. 
Fill the world with a joyful sound.  
I will sing to the Lord most glorious. 
Power and honor and blessing be unto the Lord. 
 
Alleluia. I will sing praise to God. Alleluia!  
 
﹝歡欣！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我要向至高神歌唱，讓歡樂的聲音充滿全地。 
我要向至高神歌唱，願榮耀、權能、頌讚都歸於主！ 

 
以和撒那讚美生命主，以哈利路亞讚美至高神。 
哈利路亞！讚美主！我要歌頌神的榮耀！ 

 
神啊，我向你獻上我的聲音。你是那永恆的詩歌！ 
向耶和華唱新歌，向萬物之主唱新歌！ 

 
歡欣！大家歌唱歡呼吧！ 
歡欣！讓歡樂的聲音充滿全地！ 
萬國都合而為一，愛與和平連繫眾生。 

 
歡欣！來宣揚主的榮耀！ 
要向耶和華唱新歌，我要向至高神歌唱， 
讓歡樂的聲音充滿全地。我要向至高神歌唱， 

 
願榮耀、權能、頌讚都歸於主！ 
哈利路亞！我要歌頌神！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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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r Like An Eagle      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 
指揮：蔣陳紅梅  伴奏：蘇明沅 

 
Text inspired by             Words and Music by 
Isaiah 40:28-31           JAY ALTHOUSE (ASCAP) 

 
The lord is our God and we know of His wonderful worth. 
For He is Creator and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ose who know His name can never be the same. 
With glory and honor and praises we proudly proclaim: 
 
That we can soar like an eagle, fly like a dove,  
run like the wind with strength from above. 
We will never grow weary, for God will prevail. 
And those who believe cannot fail. 
 
He has made mountains and hillsides and valleys below, 
oceans and deserts and powerful rivers that flow. 
And if we do believe,  
we surely will receive the strength and the wisdom  
which gives us the will to achieve. 
 
And we can soar like an eagle, fly like a dove,  
run like the wind with strength from above. 
We will never grow weary, for God will prevail. 
And those who believe cannot fail. 
 
Surely the grass will be greener, 
Surely the flowers will grow, 
If we will trust in His power,  
Then we will know that we can soar like an 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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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 like a dove,  
Run like the wind with strength from above. 
We will never grow weary for God will prevail. 
And those who believe cannot fail 
We cannot fail. We can fly. 
We can soar. We can fly. 
 
﹝救主我的神 祂配稱讚奇妙的神。 

因祂就是創造天上地下萬有的主。 
認識至高聖名 生命必得改變。 
願尊貴和榮耀並讚美 我欣然宣揚： 

 
我能如鷹展翅上騰，如鴿飛翔，奔跑如飛有從上能力， 
就能永不致疲倦，因神必得勝。凡相信的人不跌倒。 

 
祂創造山脈和丘陵與幽谷美地，大海和沙漠與滔滔眾河水洶湧。 
我們信靠祂，就必可以蒙祂賜智慧與力量並堅強意志求長進。 

 
我能如鷹展翅上騰，如鴿飛翔，奔跑如飛有從上能力， 
就能永不致疲倦，因神必得勝，凡相信的人不跌倒。 

 
青草地必為我常翠。百花也為我盛放， 
祗要我依靠祂大能就必知道， 

 
我能如鷹展翅上騰，如鴿飛翔，奔跑如飛有從上能力。 
就能永不致疲倦因神必得勝。凡相信的人不跌倒。 
必不跌倒，能飛翔。能展翅，能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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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訊息：植根聖言        翁傳鏗牧師 
經文：以賽亞書 40:1-11          區會牧師 
 

你們的上帝說： 
「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向它宣告， 
它的戰爭已結束，它的罪孽已赦免； 
它為自己一切的罪，已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有聲音呼喊著： 
「要在曠野為耶和華預備道路， 

在沙漠為我們的上帝修直大道。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陡峭的要變為平坦，崎嶇的必成為平原。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肉之軀的都一同看見， 
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有聲音說：「你喊叫吧！」 
我說：「我喊叫甚麼呢？」 
凡有血肉之軀的盡都如草，他的一切榮美像野地的花。 
耶和華吹一口氣，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百姓誠然是草；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我們上帝的話永遠立定。 
報好信息的錫安哪，要登高山； 
報好信息的耶路撒冷啊，要極力揚聲。 
揚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鎮說： 
「看哪，你們的上帝！」 
看哪，主耶和華必以大能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 
看哪，他的賞賜在他那裏，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他要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羔羊，抱在胸懷， 
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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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華            聯合詩班 

   指揮：蔣陳紅梅  伴奏：蘇明沅 
 

取自黃楨茂「中華魂」 

 
敬畏耶和華是智識的開端， 
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凡敬畏耶和華的， 
他右手有長壽，左手有富貴。 
他的道是安樂，他的路全是平安。 
 
以耶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 
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 
 
 
 
期待主耶穌                會眾 
 
普頌編輯小組譯 2003         Rowland H. Prichard c. 1830 
Charles Wesley 1744, alt.              des. Charles H. Webb 

 
歷世期待基督耶穌，懇求來臨施拯救， 
赦我罪孽，去我憂驚，賞賜屬天真自由。 
以色列的安慰、力量，全地民眾心所望， 
各邦、各國虔誠仰慕，飢渴心靈樂歡暢。 
 
降生世間救贖萬民，嬰孩本為大君王； 
主來統治直到永遠，天國恩福今沛降。 
基督差遣永恆聖靈管理人心掌王權； 
高升信眾榮登寶座，藉主豐恩得成全。阿們。 
 



 

 

17 

詩班名單(排名根據筆劃序)： 
中華基督教會三堂聯合詩班 
指揮：蘇成溢  伴奏：劉惠明  
 
青衣志道堂詩班 
女高音 女低音 男高音 男低音 
何麗珍 吳懿君 雷裕斌 黃浩賢 
李明慧 柯寶儀  雷澤深 
林朗澄 麥玉燕   
陳淑貞 鄭梓彤   
黃綺文    
鄭梓悠    

 
香港志道堂詩班 
女高音 女低音 男高音 男低音 
尹曦慈 方詠雯 羅偉承 尹琮瑜 
余靄陶 馮潔華  甄峭麟 
葉秀萍 鄧詩韻  蕭博文 
雷翠芝 羅詠恩   
甄詠珊    

 
梁發紀念禮拜堂詩班 
女高音 女低音 男高音 男低音 
王美鳳 陳寶珠 高一村 何穎基 
何麗珍 黃婉儀 高國榮 高依恩 
李麗雲 楊菁儀  高依諾 
黃少花 蕭藹琦   
黃柳瑜    
楊秀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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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 
指揮：蔣陳紅梅  伴奏：蘇明沅  
女高音 女低音 男高音 男低音 
王重美 吳錦輝 辛列有 李運生 
王敏儀 葉小冰 張文龍 李耀麟 
司徒麗梅 廖淑冰 張耀光 杜仁廉 
李麗雲 劉淑恩 陳輝業 林宇聲 
林子卿 劉惠明 歐陽志剛 林啟元 
張詠君 蔣頌恩 鍾文傑 許耀聲 
張樂君    
梁玉萍    
梁惠蓮    
麥家慧    
鄧玉玲    

 
真光女書院合唱團 
指揮：謝穎心  伴奏：丁心悅  
女高音  女低音  
王靖嘉 陸紫瑶 王絡昀 黃凱翎 
石璀璇 麥靜琳 伍嘉琳 黃靄靈 
何煦欣 黃心悅 何睿津 楊芯寧 
呂敏曦 黃莉喬 吳思語 葉皓澄 
李心怡 黃禮瑩 吳昱瑩 劉熹曈 
周曉晴 劉婥媱 吳凱恩 蔡汶庭  
林祉攸 龍騰悅 李曼莹 鄧子琳 
高紫晴 鍾卓瑤 姜祉言 盧梓婷 
張天慧 譚丞希 徐穎琳 鍾曉彤 
陳凱欣 龐禮恩 陳樂融 羅愷翹 
陳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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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合唱團 
指揮：袁永軒  伴奏：仇思博、袁靖熙 
男高音  男低音  
任俊誠 陳栢興 方銘言 麥耀文 
何兆鈞 陳梓淳 吳鎮希 曾紀洭* 
何俊寬* 陳煥仁* 岑永聰 温子儒 
何俊徽* 陳樂恒 李柏熹 温祖楠* 
何靖希* 陳衡孜 李穎信* 程炘鍵* 
吳卓峰 陳豐任 胡進曦 黃俊熙* 
吳鎧臻* 曾慶翹* 苗延瑋 葉承諭 
呂本田 黃錦韜* 孫卓楠 葉喜匡 
周逸朗 楊子鋒* 莊恩樂*  趙諾希 
易洛民 鄔嘉軒 莫敬熙*  鄭逸朗 
徐天藍 鄧以齊 許君儒 鄭禧洋 
馬信亨 鄭祈駿 陳子亨 盧健鋒 
張子昂* 謝柏匡* 陸彥希* 鍾子源* 
張峻僖 蘇兆峰 陸祖朗 魏兆澧* 
許世和  麥珀軒 譚泓峰 

 (*參與聯合詩班獻唱) 

 
 
崇基學院禮拜堂詩班 
代理指揮：林芍彬 伴奏：曾筱茹  
女高音 女低音 男高音 男低音 
何銘雯 池綽盈 曾詠姿 陳冠恒 
陳黃敏賢 余翠美 顏寶倫 陳鼎立 
劉晶晶 張慧敏  劉家駒 
歐陽靆宛 張麗華   
鄭韻儀    
黎靜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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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大匯唱籌委會成員 
歐陽志剛執事 (主席) 

高國雄牧師 

梁遠耀牧師 

馮天聰牧師 

余靄陶姊妹 

張耀光弟兄 

莊珮嘉姊妹 
 

鳴謝 
中華基督教會三堂聯合詩班 

(包括青衣志道堂、香港志道堂、梁發紀念禮拜堂) 

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 

英華書院合唱團 

真光女書院合唱團 

崇基學院禮拜堂詩班 

李筱波牧師 

翁傳鏗牧師 

高國雄牧師 

任國豪弟兄(大會攝影) 

鄺寧珈姊妹(海報設計) 

 (排名根據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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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 
招募團員 

 

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於1984年由當時區會的聖樂顧問黃永熙博
士創立，為服事教會，具頌唱造詣的詩班。曾多次在國內、台灣、泰
國、菲律賓及本地的教會作聖樂分享及交流。直至1989年黃博士退休
回美國後，相關活動才停頓下來。2014年區會信徒培育部重組聖頌團，
秉承黃博士的精神，將華人聖樂事工繼續推展，帶領推動堂會及學校
推廣傳統聖樂發展。現今有團員約50人，來自二十多間堂會，展現區
會合一的精神。重組以來已先後到過上海、廣州及澳門探訪神學院，
亦與當地教會交流。未來會繼續到不同的教會作聖樂分享，並持續舉
辦各項聖樂活動，歌頌上主，榮神益人。 
 
我們的角色、方向及定位： 
 藉獻唱聖詩聖頌讚美三一上主，榮歸至高真神，見證神恩奇妙； 
 在聖樂事工上彼此學習裝備，分享成長； 
 向堂、校推廣聖樂，提供培訓，同心事奉。 
 
資 格：  
● 本會會友／直屬或有關學挍老師及職員／機構職員 
● 較佳視唱能力 
● 通過試音 
 
練習時間：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六下午2:30-4:30 
（八、十一及十二月休息） 
 
練習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協和堂（九龍深水埗東京街18號） 
 
 
 
 
 
有意者請填妥以此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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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規則 
 

各位觀眾： 

為了令表演者及觀眾不致受到騷擾， 

請關掉鬧錶、傳呼機和無線電話的響鬧裝置。 

觀眾如違反上述的場地規則，可能會被要求離場。 

謝謝合作。 

 

Dear Patrons, 

To avoid undue disturbance to the performer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please switch off the beeping devices on your alarm 

watches,  

pagers and mobile phon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Audience members may be requested to leave the 

performance venue in case of non-compliance with 

this house rul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